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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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如何由魚體體徵辨別毒電炸魚？（10 分）另執行取締大陸漁船毒

電炸類案的蒐證重點包括那些？（10 分）

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海巡艇於高雄海域巡邏時，守聽無線電 VHF-16 時獲

悉一艘漁船於小琉球西方約 5 浬處失火（船長與船員共 10 人），刻由另

艘漁船協助滅火中，請試述海巡艇應採取之處置作為為何？（20 分）

三、巡防艦於屏東外海執勤時接獲通報，有一艘外國「P」貨船（6000 噸、

雜貨輪）距岸 1 浬航跡異常，經聯繫海岸電台獲覆，因海象不佳沿岸航

行，舵機故障需下錨檢修，經起錨航離時轉向失敗，遭強風及海流帶到

海堤擱淺。請問如何通報及處置，以避免災損擴大？（10 分）另後續如

何有效協助脫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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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巡艇於航行中發現外國貨輪於我國專屬經濟海域中排放艙底污水，下列何者是優先處置作為？

蒐證後立即要求停止作業 蒐證後函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採樣棄置物質 蒐證後報請檢察官扣押船舶

2 海巡艦艇於漁船及中油公司大型油輪進出的重疊海域，發現某娛樂漁船業者帶領遊客從事橡皮艇

活動，查該海域為新北市政府公告禁止小型橡皮艇航行，經調查、蒐證、吹哨制止、命令業者與

遊客上岸，針對前述行為應依何種法令處罰？

水域遊憩管理辦法 船舶法 漁業法 海岸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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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巡艦艇於東沙領海基線外 13 浬處，發現一艘香港籍漁船從事非法捕魚行為，經登檢後發現該

船船長為香港籍，船員為大陸籍，漁獲約 300 公斤，該漁船違反我國下列何種法令？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14 條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4 條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第 20 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0、29、32 條

4 海巡艦艇於臺日漁業協議特別合作海域巡邏，當日海象 5 至 6 陣風 8 級，突然發現一日本籍漁

船，船上僅有一人且倒臥甲板，經登檢發現該船員失溫，有呼吸但無意識，下列作法何者錯誤？

通報日方查詢日船船籍資料及進入我方海域原因

日本漁船進入我暫定執法線內，人船依法帶回調查及醫療後送

評估日籍船員生命跡象，帶返海巡艦醫療救助

透過外交途徑，通報日本海上保安廳派遣公務船機儘速帶回船員

5 海巡艦抵達海難搜救現場，發現遇難漁船上有船員 2 人，經佈放救生艇進行救援行動，下列作為

何者正確？

從漁船上風處接近，救生艇保持在上風處，靠近漁船救援後返艦

從漁船上風處接近，救生艇保持在下風處，靠近漁船救援後返艦

從漁船下風處接近，救生艇保持在上風處，靠近漁船救援後返艦

從漁船下風處接近，救生艇保持在下風處，靠近漁船救援後返艦

6 海巡艦艇與大陸公務船規劃實施兩岸協同執法，有關作業內容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執行前，雙方須約定執行時間、範圍及構聯頻道

雙方執法艦艇於各自水域協同執法

雙方扣留違法船舶，統一由我方帶返處分

適用對象僅針對大陸船舶，不含外籍及本國籍船舶

7 海巡隊獲報東港籍 CT5 漁船船長正遭受 2 名外籍漁工持刀追殺，立即調派海巡艇前往處理。海

巡艇抵達通報海域並登檢該船後，發現船長背後插 1 把魚刀，全身是血躺臥於駕駛艙內，下列何

者應優先處置？

控制與逮捕全部船員，並開始實施個別訊問

控制與逮捕全部船員，並開始實施清艙作業

封鎖駕駛艙現場，並開始全方位錄影（相）蒐證及蒐集各類物證

應即施予急救，並申請直升機後送

8 海巡隊 35 噸級海巡艇於執勤中發生主機當機情事，為避免類案發生，相關處置作為下列何者錯誤？

在港停泊期間接岸電時電池仍須保持充電狀態，防止電池沒電

航行中注意電壓須保持在 25.6V-28.5V 之間

航前檢查確認燃油閥是否開啟，以防空氣滲入燃油系統造成主機當機

落實海底門濾網清潔及定時排放空氣，海象不佳時應提高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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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國籍漁船疑似走私毒品，查緝人員持拘票及搜索票登檢該船，惟船長欲破壞船艙與主機，意圖

弄沉該船，阻礙偵辦，為將該船押返偵訊，下列處置方式何者最佳？

將船長上銬並安置於漁船駕駛台，由海巡人員戒護監控押返臺灣本島

將船長上銬並帶往海巡艦留置室留置，由海巡人員協助駕船返回臺灣本島

將船長拘禁於漁船機艙，由海巡人員協助駕船返回臺灣本島

基於人權不能將船長上銬，由海巡人員勸說要求其駕船返回臺灣本島

10 海巡艇於我國領海基線外 30 浬處登檢本國籍漁船，發現船上本國籍船員 2 人印尼籍船員 5 人，

載運有未稅洋菸約 50 箱，下列作為何者正確？

洋菸數量屬船員自用不用查扣法辦 在我國司法管轄權外無法可管

以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移送處罰 以違反菸酒管理法移送法辦

11 海巡隊接獲 118 通報，1 艘我國籍漁船疑有走私之嫌，海巡艇登檢時漁船船長拒絕配合，經溝通

說明，漁船停俥受檢後，未發現可疑事證，船長拒絕於登檢紀錄表上簽名，登檢人員應如何作為？

告知船長有 118 報案，希望船長配合檢查，持續溝通至簽名

告知船長有 118 報案，對於報案內容錄影蒐證，希望船長配合檢查，持續溝通至簽名

登檢全程錄影蒐證，並告知 118 報案，在溝通簽名遭拒絕後，登檢紀錄表註明理由

告知 118 報案，溝通簽名遭拒絕後，登檢紀錄表註明理由，對拒絕簽名錄影蒐證

12 海巡機關接獲情報，不法集團將利用我國籍漁船自外國載運毒品入境，海巡艦在公海發現該船後，

應如何處置為宜？

俟該船進入領海內，持搜索票將犯嫌逮捕

俟該船進入鄰接區，運用優勢人力攻堅逮捕

俟該船進入專屬經濟海域，包夾迫其停船檢查

發現該船後，即可執行登臨檢查及搜索扣押

13 海巡艦艇執行巡邏時，接獲漁民通報於臺中外海 10 浬處，拾獲漂流 20 箱黑色防水袋包裝私菸，

同時將拾獲之私菸轉交海巡艦，下列何種處置最適當？

立即將 20 箱私菸載返隊上，交給主管機關依法處理

立即於漁民拾獲私菸附近展開擴大搜尋

通報勤務指揮中心，並運用搜救優選規劃系統之漂流模擬圖展開搜尋

通報勤務指揮中心，依潮流與海流的方向展開搜尋

14 海巡艇發現 1 艘香港籍漁船在距我國領海基線外 15 浬處作業，下列處置何者最適當？

依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送交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裁罰

依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送交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裁罰

依違反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送交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裁罰

依違反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送交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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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夜間，100 噸級海巡艇預備執行 CT4 拖網作業漁船登檢，有關海巡艇之探照燈操作人員操作技

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登檢前利用探照燈環照受檢船週遭，確認船名、船舶航行態樣、拖網於水面位置

兩船迫近期間，調整探照燈持續照射登檢人員的受檢船駕駛台，供登檢人員安全跳船

海巡人員登檢期間，利用探照燈協助登檢人員船舶甲板檢查及便利海巡艇人員觀測受檢船船員

動態

海巡人員完成登檢後，返艇前，利用探照燈持續照射泊靠區，俾利駕駛人員操船

16 海象 6 至 7 陣風 9 級、浪高 3 轉 4 公尺，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沙指揮部雷達偵獲，大陸漁船共

20 艘因海象不佳，於東沙島環礁處蝟集避風，經聯繫臺北任務管制中心確認有接獲大陸申請避

風，惟未同意大陸漁船進入禁限制水域避風，下列何項處置最適當？

立即通報海巡艇針對大陸漁船，採強勢驅離手段

立即通報東沙國家公園管理處，俟海象轉好再通報大陸漁船，自動離開我國海域

立即通報東沙國家公園管理處，俟海象轉好立即採取強勢驅離大陸漁船

基於人道救援對大陸漁船准許其避風，監控掌握其動態

17 海巡艦執勤時海象東北風 3 至 4 陣風 5 級、浪高 2 轉 1 公尺小浪，接獲通報臺東外海 1 浬，有一

艘外國貨船（4000 噸級）航跡異常，海巡艦至現場發現該貨輪滯留慢速航行於該海域，下列措施

何者最適當？

對外國貨船實施廣播，請其注意航安

對外國貨船實施廣播，請其注意航安後，恢復正常勤務

對外國貨船實施廣播，請其注意航安，在旁監控

對外國貨船實施廣播，請其注意航安，在旁監控，必要時實施登檢

18 外國籍貨輪申請外籍船員入境臺灣並登船工作，該船（船員 10 人）離境後擱淺在我國濁水溪出

海口西北方 2.8 浬處，交通部航港局召開多次應變會議，並同意其一再展延拖救期限，船東要求

船員看顧船上貨物不准下船，歷經 1 個月，海巡艇下列處置何者最適當？

持續於該貨船旁邊戒護，必要時協助拖帶

於該貨船旁邊戒護，俟船進港後再行調查

結合勤務至該貨船附近巡邏，俟進港後製作訪談筆錄，並通報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結合勤務至該貨船附近巡邏，登船製作訪談筆錄，並通報內政部移民署

19 遇險船舶向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請求拖救時，應由負責執行之艦、船、艇長視現場狀況判斷是否符

合危險性要件且拖帶作業無危及執行艦、船、艇及人員安全之虞時，依權責處置。有關危險性之

要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船舶失去動力漂向岸際危險區 船舶有操縱失靈危及航行安全之虞

遇險船上有待送醫之船員 船舶機械故障且海象轉劣

20 勤務指揮中心獲報某漁船在海上作業時，因機械故障、漂流，請求協助，通知線上海巡艇救援，

下列處置何者最優先？

通知漁會及漁業電台，發動漁船互助救援

海軍具有較高拖救能量，可逕向其申請拖救

艇長製妥「拖帶切結書」並請對方簽名後，即可予以拖帶，並應全程錄影蒐證備查

基於為民服務之原則，立即予以拖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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