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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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漁船於彰化外海 10 浬，遭一艘往南航行不知名貨輪撞沉，經鄰近友

船全數救起（4 人受傷、1 人死亡），立即向臺中海巡隊報案，線上 100

噸級海巡艇位於臺中港西北 10 浬，正航往苗栗通霄海域，查看巡防區通

報滯留目標，請說明海巡隊應如何應處？（20 分）

二、海巡艇（最高速 30 節）深夜巡邏時，發現疑似走私快艇，距快艇約 500

公尺處要求停俥受檢，快艇以 35 節向大陸方向逃逸，應如何通報及處

置？（20 分）

三、海巡艦巡邏期間，你負責舵工當值工作，從接班到交班期間，應注意那

些事項及操舵技巧為何？（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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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巡艦航行中人工操舵轉換為自動操舵，或由自動操舵轉換為人工操舵，應由下列何者操作或在

其監督下進行操作？

值班舵工 水手長 當值航行員 輪機長

2 海巡艦艇在我國海域巡邏時，遭遇有敵意之他船機槍掃射，並對海巡艦人員造成生命危害。前述

狀況經海洋委員會最高層級長官同意現場指揮官使用二○機砲，該採取以下何項措施反制敵船？

機砲仍備便 採警告射擊 對船體射擊 應予以擊毀

3 海巡艇於臺中大安溪口外 23 浬發現巴拿馬油輪與大陸籍船舶併靠駁油，現場未布放攔油索，如

何應處？

押返二船，依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裁處罰鍰

押返二船，依違反海洋污染防治法函送主管機關裁處

押返二船，依違反海洋污染防治法函送主管機關裁處；陸船另依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裁處罰鍰

僅押返陸船，依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裁處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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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巡艦執行海難船舶拖救任務，被拖帶船舶發生船艏輕微偏盪，影響拖帶效率及有造成斷纜之虞

時，相關改善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調整被拖船艏艉吃水，使其成艉傾狀態

提高拖帶速度或增加拖纜長度

固定艉軸，增加被拖船艉部阻力及航向穩定性

使被拖船固定舵角（小於 20 度）

5 海巡艇獲報取締違規距岸 3 浬內拖網作業案件有關蒐證重點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漁船船名及以陸地為背景之漁船拖網作業畫面

以衛星定位儀（GPS）及雷達鎖定違規作業漁船位於經緯度確於距岸 3 浬內海域

由 GPS 與雷達畫面移至漁船違規畫面時需連續不間斷

漁船外在特徵與出海作業人數

6 海巡人員持地檢署檢察官指揮書查緝漁船走私槍械案件，執行專案海巡艇於通報海域發現該艘我

國籍漁船，惟該船拒檢向外海逃離並企圖丟棄證物，下列何種處置適當？

海巡艇蒐證並廣播停船，必要時警告射擊並強靠登檢該船

報告隊部增派海巡艇，俟抵達後共同實施雙艇強靠登檢

海巡艇繼續追緝，待目標船舶自行停航後採取登檢措施

由其他海巡艇追緝登檢走私漁船，本艇持續蒐證

7 海巡艇登檢大陸漁船時，基於安全考量，下列何者適當？

登檢後立即控制漁船駕駛艙，並關閉主機

登檢後立即分組檢查各艙間是否有不法事證

請漁工全數集中到漁船船艏處，再行登檢

請漁船船長至海巡艇製作登檢紀錄，再行登檢

8 海巡艇巡邏時，在綠島東方海域 15 浬處發現漁船正排放濃稠黑色液體，下列處置何者適當？

立即召集艇上人員進行編組，攜帶手銬及基本武裝，將漁船船長逮捕，並宣讀其應有之權利

立即攝影蒐證，並進行海水取樣，告知漁船船長違犯事項後，即將該船押解回隊部

蒐證及製作訪談筆錄、告知船長違犯事項後，函送海洋委員會裁罰

立即通報勤務指揮中心，取得長官同意後，再行進行採樣、蒐證及後續函送事宜

9 東港籍漁船於模里西斯 800 浬外公海作業時，一名菲律賓籍漁工突然持刀追砍多名船員，巡護船

奉派馳援，抵達後處置作為，下列何者錯誤？

開啟水砲，強靠攻堅，逼迫犯嫌投降

勸服嫌犯投降（心戰喊話）後，進行調查蒐證，並依承辦檢察官指揮事項辦理

受傷船員，依就近就便原則，接送至鄰近國家就醫或協調友船接送就醫

船員落海失蹤，參考現場海流資訊，視情採取搜索救助行動

10 海巡艇處理海洋油污簡易採樣，在現場外溢油污染中，海水表層之油污染狀態採樣以何種油污較

佳？

新鮮的油污 風化過的油污

巧克力顏色的油污 任何情況的油污皆可

11 情資顯示有不知名漁船將以密窩走私大量火腿，同時在海面上有多艘漁船作業，就現場所見何種

態樣漁船應列為優先登檢目標？

觀察位於船艉之漁工，並未認真工作 觀察位於船艉之漁具，並無作業跡象

船舯位置的乾舷與水面距離顯有異常 船艉之船籍港名稱污穢不堪甚難辨明

12 海巡艇於花蓮石梯外海 8 浬處海域，登檢 1 艘 CT4 漁船時，發現該船載運 15 位民眾出海賞鯨，

經查該船未申請執照經營娛樂漁業，該如何處置？

蒐證後，函送花蓮縣政府裁處

蒐證後，押返人船返港調查，再函送花蓮縣政府裁處

蒐證後，函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裁處

蒐證後，函送花蓮地方檢察署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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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國籍漁船於小琉球西南方約 12 浬與外籍貨輪發生擦撞，導致 1 名漁船船員落海，幸即時被救

起未造成傷亡，海巡艇獲報後趕抵現場處理，應如何處置？

檢視並保存相關證據，因屬單純民事糾紛，由雙方當事人自行協調賠償等相關事宜

船舶碰撞可能涉及中華民國刑法毀損罪刑事責任，應將雙方當事人帶返海巡隊製作筆錄

若經雙方當事人未能當場和解者，應儘量勸戒達成和解，並應將概況填寫於工作紀錄簿備查

若經雙方當事人當場和解者，應製作調查筆錄，並視狀況檢同相關文件函送主管機關

14 海巡艦艇接獲通報我國籍 CT4 漁船機械故障失去動力，要求海巡艦艇協助拖救，有關拖救原則下

列何者錯誤？

請遇難船舶向民間或海上救難組織、海軍申請拖救

請遇難船舶應通報區漁會及漁業電台，發動漁船互助救援

經艦艇長判斷拖帶作業危及海巡艦艇及人員安全時，可不實施拖帶

當遇難船舶無法排除機械故障，且現場海象風力級數達 5 級以上，海巡艦艇即可實施拖帶

15 基隆海巡隊接獲通報於野柳外海 3 浬處發出緊急求救訊號，經查北海岸海域線上海巡艇僅一艘，

正位於基隆外海巡邏，值勤員獲報後向值日官提出建議，下列何者適當？

考量黃金救援時間，立即通報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派機救援

考量黃金救援時間，立即指揮線上巡防艇，中止巡邏勤務前往救援

為避免影響巡防艇巡邏勤務，應立即指揮基隆海巡隊緊急出勤救援

為避免影響巡防艇巡邏勤務，應立即協調淡水海巡隊緊急出勤救援

16 高雄海巡隊查緝漁船走私毒品案，拘捕人犯後，接到法院提審票，應於多久時間內將被拘捕拘禁

人解交法院？

 8 小時  16 小時  24 小時  48 小時

17 海巡艇於馬祖東莒林坳嶼外 2.2 浬處，發現一艘大陸籍船舶，未經許可進入限制水域，並以船上

抽砂設備抽取海面下海砂，經登檢扣留後，如何應處？

押返人、船，依違反刑法加重竊盜罪，移送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偵辦

押返人、船，依違反漁業法，函送連江縣政府裁處

押返人、船，依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逕行裁處沒入採取海砂、抽砂管及行

政罰鍰

押返人、船，依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逕行裁處沒入船舶處分

18 臺中海巡隊海巡艇巡邏發現乙艘 CT2 漁船，於大安溪外 6 浬拖網捕魚，經登檢核對該船漁業執照

僅核准流網漁業，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要求漁船停止作業押返偵辦

要求船主限期拆除拖網設備

依違反漁業法函送漁政主管機關

依漁業法移送檢察機關，並副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9 海巡艇扣留越界作業大陸漁船後，留置調查人員依規定應移交主管機關辦理留置，有關得採原船

留置情形，下列何者正確？

轄內大陸地區人民留置處所空間不足者

扣留船舶基於定期清潔需要，須受留置人協助者

基於留置調查訊問便利之需要

基於受留置人親友申請會客之需要

20 基於勤務考量，艦長下令擇地錨泊，若水深均合適，選擇下列何種海底地形下錨適當？

珊瑚礁 岩質 砂質 人工魚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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