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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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正積極推動開放海洋，責成相關部會擬定「向海致敬」政策，涵蓋
「開放、透明、服務、教育、責任」5 大原則，為落實「開放」海洋之政策，
如何有效管理仍是重點，請敘述邊境安全檢查之「國家安全法」及「海岸
巡防法」相關規定如何？以遊艇進出港安全檢查為例，論述因應非洲豬瘟
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如何推動「開放」海洋政策？（25 分）

二、海洋委員會艦隊分署所屬海巡隊於我國海域巡邏時，查獲我國漁船自大
陸漁船（母船），接駁香菸與農漁畜產品之違法行為，請回答下列問題：
查獲地點為我國領海內，我國籍漁船及大陸漁船分別觸犯何法令及可
採取作為如何？（7 分）
查獲地點為我國鄰接區，我國籍漁船及大陸漁船分別觸犯何法令及可
採取作為如何？（8 分）
查獲地點為我國鄰接區外，我國籍漁船及大陸漁船分別觸犯何法令及
可採取作為如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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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巡防法所指的海岸巡防機關不包括下列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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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海岸巡防機關人員依海岸巡防法第4條行使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有正當理由，認其身帶物件有違法之虞時，得令其交驗該項物件，如經拒絕，得搜索其身體及

交通工具

搜索身體時，應有海巡機關人員二人以上及海巡機關人員以外之第三人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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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婦女之身體，應命婦女行之。但不能由婦女行之時，全程錄影存證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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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岸巡防機關人員依法對船舶要求實施登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船長因為沒有配合之義務，對於相關要求得置之不理

雖得要求配合接受檢查，但不得實施強制力

海巡機關人員實施登檢前，應先以警示燈、汽笛、警報器、廣播、國際旗號等聲光信號，告知

登檢意圖，明確要求停船

若有規避、妨礙或拒絕，得對船長、管領人、所有人、營運人等各處罰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

元以下罰鍰

4 海巡機關之人員，除原具司法警察身分者外，須經司法警察專長訓練，始得服勤執法，其訓練機

構、課程、退訓、考核、證書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何單位定之？

行政院 內政部 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5 巡防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下列何者得使用刀或槍？

所防衛之土地、建築物、工作物遭受危害時

鬧場滋事者，經告誡仍不聽從時

對涉嫌走私人員，執行緊追、登臨、檢查時

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實施登檢，為阻止其繼續行駛時

6 關於海岸巡防機關人員執行職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進出非通商口岸之人員、船舶、車輛及載運物品，認有違反安全法令之虞時，得依法實施安

全檢查

對航行於公海之任何船舶，認有違法之虞時，得實施登檢，命令出示船舶文書、航海紀錄等有

關航海事項之資料

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如有損害中華民國海域之利益及危害海域秩序行為或影響安全之虞者，

必要時得依海洋基本法之規定實施逮捕、扣押或留置

執行職務行使職權，若有緊急需要，得要求附近船舶及人員提供協助

7 依國家安全法規定，為確保海防及軍事設施安全，並維護山地治安，得由國防部會同相關部會指

定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劃為管制區。下列何者正確？

管制區的範圍，用公文下達各執行單位，無需公告

人民入出管制區，應向該管機關申請許可

未經申請許可無故入出管制區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未經申請許可無故入出管制區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新臺幣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8 海岸巡防機關人員依國家安全法之授權，於必要時得對相關人員、物品及運輸工具實施檢查，下

列何者正確？

得對入出境之旅客及其所攜帶之物件；入出境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實施檢查

對航行境內之船筏、船員、漁民或其他從業人員及其所攜帶物件之檢查，應向海關報准後為之

必要時，得報請國防部指定海軍司令部命令所屬單位協助執行之

人民無正當理由拒絕或逃避依國家安全法第 4 條規定所實施之檢查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9 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從事與其申請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何單位能限令出境或強制出

境？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國家安全局

轄區警察局 內政部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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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臺灣地區公務員，皆應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公務員經向內政部申請許可，進入大陸地區返臺後，遇有特殊狀況時，始需向服務機關通報

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進入大陸地區應經申請，並經內政部會同國家

安全局、法務部及大陸委員會組成之審查會審查許可

公務員所辦理之業務，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認定，由國家安全局辦理

11 關於海岸巡防機關掌理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海域、海岸、河口與通商口岸之查緝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國及其他犯罪調查

海上油污染事件的取締、蒐證、移送等執行事項，由海岸巡防機關辦理

海上救難、海洋災害救護及海上糾紛之處理

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之維護

12 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禁止水域，主管機關得逕行驅離或扣留其船舶，對於扣留該船

舶，請問主管機關應在多久的時間內作出扣船的處分？

 1 星期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13 依懲治走私條例，軍人包庇走私者，如何處分？

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處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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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14 下列關於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之敘述，何者正確？

行為人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不處罰未遂犯

管制物品，由行政院依規定公告其管制品項及管制方式

管制進出口物品包括槍械、子彈、刀械、事業用爆炸物；偽造或變造之各種幣券、有價證券等

15 海岸巡防機關為執行職務，得配置設備與性能合適之艦艇、航空器、車輛、武器、彈藥、高科技

監控系統及其他必要之器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艦艇、航空器、車輛、武器、彈藥、監控系統等，應予編號並附加專用標誌；其制式，由海洋

委員會定之

海岸巡防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得使用武器及其他必要之器械；其使用辦法，以法規命令定之

海岸巡防機關人員使用器械時，應依規定穿著制服，並出示足資識別之標誌或證件

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所稱器械，指棍、刀、槍、砲、手銬、捕繩及其他必要之器械

16 依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軍警機關在非通商口岸發覺違反本條例之情事時，得逕行查緝，並將查緝結果，移送地檢署處理

依本條例規定裁處沒入之貨物或物品，以該貨物或物品屬受處分人所有者為限

依本條例裁處沒入之貨物或物品，須為適當處理而其費用逾財政部公告之一定金額者，由海關

命受處分人負擔全額費用

受處分人及利害關係人不服海關之處分者，得於收到處分書之翌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海關

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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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於海岸巡防法之用詞定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海域：指中華民國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大陸礁層上覆水域及其他依法令、條約、協定或

國際法規定我國得行使管轄權之水域

海岸：指臺灣地區之海水低潮線以迄高潮線起算 5 百公尺以內之岸際地區及近海沙洲

海岸管制區：指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根據海防實際需要，就臺灣地區海岸範圍內劃定公告之地區

海岸巡防機關：指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海洋保育署兩個機關

18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華民國領海與相鄰或相向國家間之領海重疊時，其分界線依衡平原則，以協議方式劃定之

中華民國領海為自海水低潮線起至其外側 12 浬間之海域

中華民國領海之基線及領海外界線，由內政部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

外國民用船舶在不損害中華民國之和平、良好秩序與安全，並基於互惠原則下，得以連續不停

迅速進行且符合本法及其他國際法規則之方式無害通過中華民國領海

19 關於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領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外國潛水艇或其他潛水器，於通過中華民國領海時，得在海面下航行但應告知其船籍國

外國軍用船舶欲通過中華民國領海時，應由所屬國政府、駐華使領館或代表機構，於抵達之 10

日前，向外交部申請許可

當發生海上緊急危難時，得暫停外國船舶在領海特定海域內無害通過

外國漁船通過中華民國領海時，得將漁具置入水中，但不得有採捕水產動植物之行為

20 依重大海洋污染事件通報流程，因船舶海難事件造成第三級海洋污染事件，請問由何人擔任應變

召集人？

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 內政部部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 交通部部長

21 請問海洋委員會海洋污染事件處理工作小組之召集人，由何人擔任？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海洋保育署署長 海洋保育署海洋環境管理組組長

22 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領海發生海難事故，造成污染事件，船長應通知何單位？

當地環保局 當地縣市政府

當地航政主管機關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23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第13條之規定從事海洋棄置事業，應準備相關文件，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為之。此相關文件不包含下列何項？

預防及處理海洋污染之緊急應變計畫 賠償污染損害之財務保證書

廠商責任切結書 責任保險單

24 有關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中華民國政府得制定關於鄰接區的相關法令，但僅限基於海關、財政、移民、衛生等目的

於中華民國鄰接區中進行考古、科學研究所發現之歷史沉船，其所有權屬船籍國與中華民國共有

中華民國國防部所屬海軍官員，對於在鄰接區內之人或物，認為有違犯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虞

者，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海巡隊艦艇於鄰接區實施緊追權時，不得相互替補，且當被追逐的

船舶，進入他國領海時應立即停止緊追

25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從事海洋科學研究許可辦法之主管機關是何單位？

行政院 科技部 內政部 海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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