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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8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水上警察人員
科
目：海巡法規（包括國家安全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海岸巡防
法、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海關緝私條例、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海洋污染防治法、行政執行法、公務
人員行政中立法）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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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所屬「基隆艦」發現 1 艘大陸籍漁船及 1 艘香港
籍漁船，同時於彭佳嶼北方外海 18 浬處，使用刺網進行作業中，先後登檢後由船
舶文件獲知大陸籍漁船總噸位 250，香港籍漁船總噸位 350，試申論該大陸漁船及
香港漁船依據相關法令應如何處理。
（25 分）

二、我國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所屬「宜蘭艦」執行勤務中，位於宜蘭東方外海 3
浬處，登檢宜蘭籍漁船「金○利 1 號」後，發現該漁船船長甲載運未稅香菸 500 箱，
價值新臺幣 1,500 萬元，經船長甲供述，該批香菸係在公海由不知名之貨輪所接駁，
請論述現行各相關走私法規中，船長甲應以何法規處斷，其理由何在？（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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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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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有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立大學某學院院長上政論節目公開批評某特定公職候選人所提政見，該行為並不適用公務人
員行政中立法相關規定
公務人員因拒絕直屬長官要求協助某特定公職候選人安排參訪行程而遭受調職處分，得向監察
院檢舉或依公務人員保障法及其他法令提起救濟
公務人員於出差期間，在公職候選人競選總部成立大會的臉書直播上按讚留言，已違反行政中
立法相關規定
軍人為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的適用對象
有關行政執行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執行案件移送書雖為表格式，然既為移送之公文，各移送機關移送案件時毋須另附公文，
以精簡作業流程，惟為求移送執行程序慎重起見，移送書仍應蓋用機關印信
行政執行案件移送書之有權移送案件之機關，僅限法定之獨立機關，如稅捐稽徵處及所屬分
處、國稅局及所屬稽徵所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應由執行標的物所在地之分署執行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事件移送分署執行前，宜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儘量催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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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相關法令，有關海岸管制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海岸管制區是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海洋委員會根據海防實際需要劃定
管制區範圍為臺灣地區海岸之海水低潮線以迄高潮線起算 500 公尺以內岸際地區及近海沙洲
劃定公告之地區
分為經常管制區及特定管制區，後者於每日上午 6 時至下午 19 時，開放供人民從事觀光、旅
遊、岸釣及其他正當娛樂等活動
我國現行海岸管制區共 19 處
依據民國 108 年 4 月 10 日修正公布之海岸巡防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適用海域範圍為我國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
海岸巡防機關指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海洋保育署及其所屬機關（構）
海巡人員依法蒐集海域及海岸巡防國家安全情報部分，應受國家安全局之指導、協調及支援
海巡人員在海域內對涉嫌違法船舶實施緊追時，應在船舶視聽所及的距離內發出視覺或聽覺的
停駛信號，明確要求其停船
配合離岸風電風場海域的海底調查研究作業，科學調查船在王功外海之風場海域發現古沉船，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法，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從事海洋科學研究，主管機關為科技部
依法，科學調查船所發現之古沉船，歸屬我國政府所有，而非科學調查船船東或第 1 位發現者
我國在專屬經濟海域享有並得行使利用海水、海流、風力所產生之能源或其他活動之主權權利
我國在專屬經濟海域享有並得行使探勘、開發、管理海床及其底土之生物或非生物資源之主權
權利
108 年 6 月 15 日上午 8 時，西南風，小至中浪，海巡人員於七美海域發現越界作業大陸漁船，
總噸位 270，陸船拒檢向西蛇行逃逸，漁船船員攀掛於舷側以人肉盾牌方式拒檢，海巡人員強勢
登船後將人船押返澎湖海巡隊，清艙過程中發現冰庫中有一箱約 30 公斤的生豬肉。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該時段為大陸的海洋伏季休漁期，大陸漁船已違反大陸相關規範
在緊追過程中，海巡人員視事態危急情形，可向大陸漁船發射橡膠彈示警
該陸船經扣留者，可由海巡機關進行裁罰，處新臺幣 240 萬元以下罰鍰
清艙發現陸船載有生豬肉時，海巡人員應立即採取就地消毒，並通知海關依相關規定處理
現階段，巡防艦上海巡人員執行勤務，遇特殊情勢，經使用刀或槍等器械仍不能制止，並經巡防
機關最高首長就該情形合理判斷，認已無其他手段制止時，得於必要限度內使用砲。這裡指的巡
防機關最高首長是下列何者？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署長
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署長
行政院院長
某海巡隊人員執行職務時，依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規定使用器械，因而致第三人受傷者，
由「各該巡防機關（A）」支付醫療費。巡防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違反該條例使用器械之規定，
因而致人死亡者，由「各該巡防機關（B）」支付喪葬費。前項醫療費或喪葬費之標準，由「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C）」定之。上述 A、B、C 權責機關管轄事項，配合組改，現各由下列何機
關管轄？
海巡隊、海巡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
海巡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及海巡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及海巡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及海巡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海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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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行政院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7 日院臺規字第 1070172574 號公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海洋污染防治法的主管機關變更為海洋委員會
國家安全法原列之「海岸巡防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108 年 4 月 10 日修正公布之海岸巡防法第 3 條屬「海岸巡防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行政
院海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中，有關暫停外國船舶無害通過領海特定海域之範圍及期間，由行政
院公告，改由海洋委員會公告
有關海巡艦艇海巡人員處理外國軍艦或公務船舶通過我國領海相關應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外國軍艦或公務船舶通過我國領海應先行告知我國外交部
外國公務船舶通過我國領海，卻不遵守我國領海法規且不理會我國向其提出遵守法規要求者，
巡防艦艇海巡人員得要求公務船立即駛離領海
外國軍艦通過我國領海，卻不遵守我國領海法規且不理會我國向其提出遵守法規要求者，通報
外交部查處
對於外國船舶之管轄，應特別注意國際慣例或相關國際法之規定
海巡機關針對聯合國制裁或關注船舶之相關應處作為，下列何者並不適宜？
倘發現該船進入我國鄰接區，通報線上艦艇前往監控、蒐證回報，報請國家安全局指揮並協調
所在地航政及關務主管機關召開專案會議聯合作業
依國家安全法第 4 條規定，海岸巡防機關於必要時，對入出境之船舶，得依其職權實施檢查
依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7 條規定，對於在領海或鄰接區內之人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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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得予扣留、逮捕或留置
依海岸巡防法第 5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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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驅離；必要時，得予逮捕、扣押或留置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22 條規定，所指的海洋棄置物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類物質包含漁產加工廢棄物
丙類物質包含味精醱酵母液
第一類物質包含多氯聯苯
第三類物質包含有害事業廢棄物或其固化處理後之固化物
有關海巡機關於臺中港外 25 浬查獲外國籍油輪與大陸籍船舶非法駁油案件之法規適用，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大陸籍漁船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海洋污染防治法，海巡機關可依法規處以
罰鍰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30 條規定，船舶裝卸油品，未採取適當防制排洩措施且發生污染海洋事
實時，海巡機關即可進行蒐證、取締及移送
外籍油輪可依海洋污染防治法處以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該案，外籍油輪不適用石油管理法相關規定
巡防機關人員使用器械之應行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基於事實需要，合理審慎使用器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使用器械時，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致命之部位
持有凶器有滋事之虞者，經告誡拋棄，仍不聽從時，得使用刀或槍
登檢組海巡隊員使用槍之前，應先獲帶隊官或艦艇長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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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海象為東北風 6-7 級，大浪，海巡署 50 噸級巡防艇在麥寮正西方 20 浬發現 2 艘大陸漁船滯
留，下列何者正確？
該水域屬限制水域，巡防艇實施登檢驅離，驅離無效後強制扣留
該水域為禁止水域，巡防艇以廣播方式進行驅離，驅離無效，以消防水柱進行強制驅離
大陸漁船之行為已違反國家安全法，海巡人員逕行上船逮捕
大陸漁船已違反無害通過，依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處分
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發現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內政部移民
署得逕行強制出境，或限令其於幾日內出境？
2日
3日
5日
 10 日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規定，在用於國際航行的臺灣海峽非領海海域部分，中華民國政府
可就下列事項訂定關於管理外國船舶和航空器過境通行之法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維護航行安全及管理海上交通
影響中華民國防務或安全之宣傳行為
禁止捕魚
防止及處罰違犯中華民國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法令，上下任何商品、貨幣或人員之行為
管收期限，自管收之日起算，不得逾 3 個月。有管收新原因發生或停止管收原因消滅時，行政執
行署仍得聲請該管法院裁定再行管收。但以幾次為限？
1次
2次
3次
4次
棄置依海洋污染防治法有關條文公告之甲類物質於海洋，致嚴重污染海域者，處 10 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多少罰金？
 1,000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
 2,000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
 2,000 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下
 3,000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
各類港口管理機關應設置船舶之廢（污）水、油、廢棄物或其他污染物質之收受設施，並得收取
必要之處理費用。處理費用之收取標準，由那一個機關訂定？
港口管理機關
海洋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之期間係指下列何者時段？
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第 4 日起至投票日止
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第 3 日起至投票日止
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第 2 日起至投票日止
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止
報運貨物進口而有虛報所運貨物之名稱、數量或重量等不法情事者，得視情節輕重，處所漏進口
稅額幾倍以下之罰鍰，或沒入或併沒入其貨物？
3倍
4倍
5倍
6倍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進行海洋科學研究活動，應遵守有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確保中華民國政府指派代表參與之權利
雖沒有協議，亦得合作調查海洋資源
除另有協議外，在結束後立即拆遷各項研究設施或裝備
隨時提供進度報告，並提出初步結論與最後結論
未經許可，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從事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之建造、使用、改變或
拆除者，處新臺幣多少罰鍰，並得沒入建造之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或令其回復原狀？
 1,000 萬元以上 6,000 萬元以下
 1,00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
 2,00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
 2,000 萬元以上 6,000 萬元以下
私運貨物進口、出口或經營私運貨物者，處貨價幾倍以下之罰鍰？
2倍
3倍
4倍
5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