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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國家安全法規定，海軍軍職人員利用職務之便，自 106 年 5 月起持續將於軍艦上應秘密之電磁紀錄複
製並交付給中國大陸在臺灣的情報人員，牟取高額傭金，該員於 108 年 5 月退伍領取退休終身俸，並在
108 年 7 月 6 日遭查獲被中國大陸吸納為間諜，於 109 年 5 月被判處有期徒刑確定。下列何者錯誤？
該員之行為得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該員之行為得併科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下罰金
該員自經判刑確定後，即停發退休終身俸

政府部門可依法向該員追繳 106 年 5 月起領取之月俸
2 依國家安全法第 4 條，海巡人員對入出境之船舶實施檢查時，於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指定下列那個機關

命令所屬單位協助執行之？
內政部 國防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外交部

3 海巡人員使用器械時，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致命之部位，即考量下列何種原則？

平等原則 禁止不當聯結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比例原則
4 依據海岸巡防法規定，我國的海岸管制區的劃設係由下列那個政府機關主導，並會同下列何機關根據海防

實際需要，就臺灣地區海岸範圍內劃定公告之地區？
國防部主導，會同海洋委員會及內政部 內政部主導，會同國防部與海洋委員會
內政部主導，會同國防部與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海洋委員會主導，會同國防部與內政部

5 下列那項非屬海岸巡防法第 3 條規定之海巡機關執行事項範圍？

高雄港第一港口分道航行區的滯留漁船廣播勸離
臺中港外 30 浬本國籍漁船與大陸漁船的絞網糾紛處理
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參與相關會議，並具體實踐「公海登臨檢查」等相關措施執行
每月定期補給彭佳嶼燈塔兩航次及不定期視需要運補基隆島燈塔

6 依海岸巡防法規定，海巡人員執行商港安全檢查時，針對國內航線的人員及物品檢查，下列何者錯誤？
人員檢查：以實施儀器檢查為主，目視為輔

人員檢查：有正當理由認其有身帶物件，且有違法之虞時，得逕予搜索其身體
人員檢查：搜索身體時，應有巡防機關人員 2 人以上或巡防機關人員以外之第三人在場
物品檢查：如發現人員攜帶非屬管制、違禁及危險物品，但影響船舶航行安全之虞者，應請其交由船舶

業者托運
7 海巡人員依海岸巡防法執行職務，必要時得進行身分查證及資料蒐集；其職權之行使及權利救濟，除法規

另有規定者外，準用下列那項法令規定？

行政程序法 警察職權行使法 公務人員保障法 公務員服務法
8 海巡艇於彰化王功外海 2.6 浬發現本國籍 CT1 漁船進行拖網作業，海巡人員廣播請該船停船受檢，該船

拒檢並繼續向岸際航行。有關上述情事，下列何者錯誤？
該漁船已涉嫌違反漁業法相關規定，海巡人員得依法實施檢查
船長對海巡人員依法所實施之停止航行、登臨之命令，不得拒絕
海巡得使用武力射擊該船主機，但以阻止繼續行駛為目的，並進行強靠

船長的拒檢行為，依海岸巡防法可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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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陸漁船於澎湖龍門東方外海 13 浬以延繩釣進行漁捕作業，復又蛇行拒檢，並以魚刀等工具攻擊我國海
巡人員。有關上述情境，下列何者錯誤？
大陸漁船所在水域為我國「內水」
大陸漁船於該水域的漁捕行為屬「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所稱之非法漁業行為
依法海巡機關得扣留其船舶、物品及留置其人員
依法海巡機關得予警告射擊

10 外國船舶駛離內水通過領海，如有損害我國海域之利益及危害海域秩序行為或影響安全之虞者，海巡人員
依海岸巡防法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等多項處置，唯不包含下列那項？
驅離 逮捕 扣押 沒入

11 下列有關海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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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明，何者錯誤？
大陸漁船：總噸位 10 以上未滿 100，可處新臺幣 60 萬以上 120 萬元以下罰鍰
抽砂船：總噸位未滿 1,000，可處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其他類船舶：總噸位 1,000 以上未滿 2,000，可處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本標準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 條第 1 項規定訂定之

12 下列那項非屬「海關緝私條例」所指私運貨物進口、出口？
業者將 2 萬片口罩夾帶在貨櫃當中，未經向海關申報而出口
以委託大陸加工成衣名義，虛報貨名、規格、數量、重量、價格之布料出口，再以低價大陸製成衣矇混

進口
於旗津造船廠維修的巴布亞新幾內亞籍漁船，未經申報將船載冷凍沙丁魚貨（約 1 噸）卸載至貨車，運

出船廠，低價賣給漁貨冷凍業者
泊靠臺中港之英國商船為將船上含油廢污水卸載上岸，委請代理廢物清除處理公司向海關辦理報關完

成後，將廢油水卸船，提領出碼頭
13 下列有關海關緝私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海關緝私，應在中華民國通商口岸，沿海 24 海里以內之水域為之
海關關員執行緝私職務時，得佩帶武器、械彈
海關因緝私必要，得命船舶停駛並回航指定地點，其抗不遵照者，得射擊之
海關因緝私必要，得詢問嫌疑人，並應制作成筆錄，在場之辯護人得協助其閱覽，但不得對筆錄記載表

示意見
14 海關有正當理由認為違反海關緝私條例情事業已發生者，得勘驗、搜索關係場所。下列有關「勘驗、搜索」

的說明，何者錯誤？
勘驗、搜索時，應邀同該場所占有人或其同居人、鄰人並當地警察在場見證
在船舶施行勘驗、搜索時，應邀同其管理人在場見證
至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勘驗、搜索時，應會同行政院政風處指定人員
搜索身體時，應有關員 2 人以上或關員以外之第三人在場

15 下列有關違反懲治走私條例之處罰，何者錯誤？
犯走私罪而持械拒捕，傷害人致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走私罪而持械拒受檢查，傷害人致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走私罪而公然聚眾，持械拒受檢查時，在場助勢者，處 2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走私罪而公然為首，聚眾威脅海巡人員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16 海巡人員接受請託，護航漁船走私槍砲入境。上述行為之刑責為何？
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處 7 年以上 20 年以下有期徒刑 處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17 請問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所定「國際海運危險品準則」的英文縮寫為何？另依照準則，國際海運危險品共
可分為幾類？
 IMDG CODE，9 大類  IMDG CODE，14 大類  IMOD CODE，9 大類  IMOD CODE，14 大類

18 請問航行我國水域內之船舶，在下列那個水域內禁止船舶壓艙水交換？
臺灣本島與澎湖之距岸 6 浬內水域 金門與馬祖之距岸 6,000 公尺內水域
領海 鄰接區

19 下列何者不屬於海洋污染防治法所指之「海洋設施」？
離岸風力發電機 海氣象觀測樁 海洋放流管 拖曳式溫鹽深儀

20 航商將含廢油之廢棄船舶棄置於我國海域內，致嚴重污染海洋者，依法其罰則為下列何者？
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金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金並得按日處罰
處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2,000 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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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下列有關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的敘述，何者錯誤？

釣魚臺列嶼的基線之劃定採正常基線法 臺灣本島與澎湖群島的基線之劃定採混合基線法

東沙群島的基線之劃定採正常基線法 我國主權及於領海、領海之上空、海床及其底土

22 依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相關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我國擁有在臺灣海峽中線以東水域架設離岸風力發電機的主權權利

我國在大陸礁層享有並得行使舖設、維護或變更海底電纜或管線之管轄權

外國船舶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進行海洋科學研究活動，應確保我國政府指派代表參與之權利

外國船舶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進行海洋科學研究活動，調查海洋資源，於結束後應立即拆遷

各項研究設施或裝備

23 針對大陸抽砂船在臺灣灘（臺灣淺堆）盜採海砂，造成臺灣海洋生態浩劫，有關其最適用法律與罰則，下

列何者正確？

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併科新臺幣 150 萬元以上 2,000 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00 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

24 下列那項裝備不屬於「海岸巡防機關配備器械種類規格表」的裝備？

 70 火箭彈  40 機砲 戰防砲 個人定位浮標

25 下列何者並非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適用或準用之對象？

國家海洋研究院研究員 海巡署中部分署梧棲漁港安檢所軍職人員

海洋保育署依法僱用之司機 高雄市市長

26 縣政府公務人員因拒絕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特定公職候選人之旗幟，而遭受服務機關記過處分，得依下

列何者請求救濟？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公務人員保障法 公務員服務法 行政訴訟法

27 依海岸巡防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海巡機關？

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教育訓練測考中心

28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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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不同種類船

舶各有不同裁罰額度，而裁罰額度係以船舶之何種噸位作為區別等級？

淨噸位 空載噸位 載重噸位 總噸位

29 有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施行細則之訂定及修正係由何機關發布？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行政院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考試院

30 某甲利用行動電話撥打「118」專線電話，故意謊報指稱於臺東沿岸有漁船正從事走私毒品案件，有關法

規之適用及處置，下列何者正確？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處新臺幣 3,000 元罰金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處新臺幣 3,000 元罰鍰

依海岸巡防法之規定，處新臺幣 3,000 元罰金 依海岸巡防法之規定，處新臺幣 3,000 元罰鍰

31 依海關緝私條例之規定，不服海關處分之行政救濟途徑，下列何者正確？

受處分人對海關之復查決定如有不服，不得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

受處分人不服處分，得於收到處分書之日起 20 日內申請復查

海關應於接到復查申請書之翌日起算 2 個月內為復查決定

海關復查決定書之正本，應於決定後 20 日內送達受處分人

32 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公務人員得加入政黨，但不得兼任政黨之職務 公務人員不得加入政黨，亦不得兼任政黨之職務

公務人員得加入政黨，亦得兼任政黨之職務 公務人員不得加入政黨，但得兼任政黨之職務

33 關於實施「緊追」措施，下列何種法律有明文規定：①海岸巡防法 ②國家安全法 ③中華民國領海及鄰

接區法 ④懲治走私條例 ⑤海關緝私條例

僅①③ 僅①⑤ 僅①②④⑤ ①②③④⑤均有規定

34 大陸漁船未經許可進入臺灣本島禁止水域內從事捕魚行為，經海巡機關扣留船舶或人員後，應於多少期間

內，完成留置調查，始移送有關機關收容遣返或強制其出境？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4 個月

35 下列何者非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之內部單位？

督察組 海務組 後勤組 通電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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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海巡機關於執行有關安全檢查之規定事項，發現船舶超載，如船舶出港可能導致沉沒而危害人民生命，此
時海巡機關採取措施之法律性質為何？與航政主管機關間之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性質上為即時制止，無須航政主管機關權限委託
性質上為即時制止，應經航政主管機關請求協助
性質上為間接強制，應經航政主管機關權限委託
性質上為職務協助，應經航政主管機關權限委任

37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之規定，物質棄置於海洋，每次棄置均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係屬於何類之物質？
甲類物質 乙類物質 丙類物質 丁類物質

38 依海岸巡防法之規定，海巡機關與其他相關機關應密切協調聯繫，並訂定協調聯繫辦法，海洋委員會未與
下列何機關會銜訂定協調聯繫辦法？
國防部 外交部 交通部 財政部

39 依海岸巡防法之規定，對進出海域之船舶實施檢查，係屬於下列何種法律性質？
行政命令 行政指導 行政規則 行政處分

40 懲治走私條例第 2 條規定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數額罪，於海上走私行為時，司法實務上，多
以下列何者認定既遂、未遂之界線？
海岸線 領海基線 領海外界線 鄰接區外界線

41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所屬第一海巡隊於基隆港北方外海 2 浬處，查獲宜蘭籍之 CT1 漁船利用氰化
物毒魚，並查獲非法漁獲物 30 公斤，海巡人員應移送何機關處置？
移送基隆市政府 移送宜蘭縣政府
移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移送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42 依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陸礁層法之規定，外國船舶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未經許可，下列何種行為處
以刑罰？
從事人工島嶼設施之建造 利用海流發電行為
海洋科學研究 故意破壞自然生態

43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所屬巡防艦於我國領海基線外 500 浬之公海登檢我國籍漁船，發現該船載運
大量可疑香菸 5,000 箱，下列何者正確？
因超過 24 浬緝私海域，且已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外，不屬不法行為
依違反懲治走私條例辦理
依違反海關緝私條例辦理
依違反菸酒管理法辦理

44 海巡人員使用器械，除使用警棍指揮外，應於何時報告該管長官？
即時  2 小時內  4 小時內  24 小時內

45 海巡人員於我國領海域登檢我國籍漁船後，該漁船船長拒絕海巡人員所命令出示相關船舶文書，有關處罰
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目前尚無處罰規定 處新臺幣 3 萬元罰金 處新臺幣 3 萬元罰鍰 處新臺幣 15 萬元罰鍰

46 外國漁船未經許可，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內採捕漁業資源，依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之規
定，下列何者正確？
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金 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金 處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47 依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例之規定，海巡人員「合法」與「違法」使用器械致人傷亡之差異，下列何者
正確？
支付受害人的醫療費額度不同 支付受害人的喪葬費額度不同
支付受害人的死亡慰撫金額度不同 支付受害人的費用名義不同

48 海巡機關以其巡防艇載運漁政主管機關人員至海上執行其漁業檢查任務，海巡機關載運漁業檢查人員行
為之法律性質為何？
行政協助 行政助手 委託 委任

49 在臺灣北部石門外海 3 浬發生貨輪擱淺案件，該船計有燃油 300 噸、柴油 200 噸、潤滑油 50 噸及廢污油
水 30 噸，並有外洩之虞，依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規定，係屬於何等級之應變層次？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50 大陸漁船於澎湖一帶海域之禁止水域違法捕魚，經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所屬第八海巡隊扣留，並處
以新臺幣 120 萬元之罰鍰，如該大陸漁船船長欲提起行政救濟，下列何者正確？
應繕具訴願書經第八澎湖海巡隊向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提起訴願
應繕具訴願書經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向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提起訴願
應繕具訴願書經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向海洋委員會提起訴願
應繕具訴願書經海洋委員會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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