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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警 察 人 員 升 官 等 考 試、109年
交通事業鐵路人員升資考試試題

等
類
科

級：警正
科：海岸巡防人員
目：海巡法規（包括海岸巡防法、國家安全法、海關緝私條例、中華民國領海及
鄰接區法、懲治走私條例、海洋污染防治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
考試時間： 1 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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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共 50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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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海洋污染防治法之規定，會造成海洋環境污染之船舶，何機關得禁止其航行或開航？
港口管理機關
海岸巡防機關
環境保護機關
國防管理機關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之規定，污染海洋環境，應由誰負責清除之？
海岸巡防機關
環境保護機關
全國納稅義務人
海洋污染行為人
依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規定，中華民國政府基於航行安全及避免海洋環境受到污染，得要求無害通
過之外國船舶遵守一定之航道或分道通航制，請問此航道或分道通航制內容是由何機關訂定公告？
行政院
交通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海洋委員會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規定，為落實船舶對海域污染所產生的損害賠償責任，船舶所有人應依船舶總噸位，
投保責任保險或提供擔保。請問多少總噸位之船舶應為之？
船舶總噸位 500 噸以上的一般船舶，及總噸位 200 噸以上的油輪或化學品船
船舶總噸位 1000 噸以上的一般船舶，及總噸位 500 噸以上的油輪或化學品船
船舶總噸位 400 噸以上的一般船舶，及總噸位 150 噸以上的油輪或化學品船
船舶總噸位 300 噸以上的一般船舶，及總噸位 50 噸以上的油輪或化學品船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主管機關為何？
行政院
內政部
國家安全局
大陸委員會
依海關緝私條例規定執行緝私勤務，搜索時應邀同該場所之占有人、同居人、僱用人、鄰人及何人在場
見證？
海巡人員
內政部移民署人員
當地警察
當地鄉民代表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為確保國內口罩供應所需，經海關查獲攜帶超量口罩出境者，將
依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沒入貨物並得依規定處貨價多少倍之罰鍰？
 3 倍以下之罰鍰
 5 倍以下之罰鍰
 7 倍以下之罰鍰
 10 倍以下之罰鍰
依海關緝私條例，對於以船舶為運輸工具，私運貨物進口、出口者，處管領人何種處分？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依國家安全法，海岸巡防機關於必要時，對於航行境內之船筏，得依其職權實施檢查，無正當理由拒絕
或逃避檢查者，依法如何處分？
處拘役或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處三月以上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處拘役或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依海岸巡防法規定，海巡機關人員對進出通商口岸之人員，有正當理由認其有身帶物件且有違法之虞時，
得令其交驗該項物件，如經拒絕，得搜索其身體。如搜索婦女之身體，不能由婦女執行之時，可如何辦
理？
全程錄影存證
海巡同仁執行
予以留置
機器掃描檢查
中國大陸海洋伏季休漁期結束，將全面開放各式漁船出海作業，下列何者非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因應之執
法勤務作為？
加強執法運用優勢能量
擴大威力掃蕩取締專案
增派特勤及結合空勤能量
海域感知系統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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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海岸巡防機關與警察移民及消防機關協調聯繫辦法規定，海巡機關與警察、移民及消防機關間，依
法執行職務或相互請求支援不能獲致協議時，應報由那幾個單位共同解決？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內政部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海洋委員會、內政部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內政部移民署及消防署
海洋委員會、內政部移民署及消防署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規定，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領海，請問下列何者非屬無害通過？
正常航行不損害沿海國安全及秩序
外籍商船航經我國水域
船隻航經我國水域展示所屬國家旗幟
以武器進行操練或演習
依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規定，於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進行考古、科學研究發現歷史文物或遺跡，
請問此歷史文物或遺跡屬誰所有？
船旗國
船舶所有人
中華民國
資助合夥人
依海岸巡防法之規定，海巡機關人員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司法警察官。除原具司法警察身分者外，
須經何種訓練，方能服勤執法？
中央警察大學訓練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訓練 司法警察專長訓練
情報人員訓練
依海岸巡防法所稱之海岸巡防機關（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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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主管機
關得逕行驅離或扣留其船舶、物品，留置其人員或為必要之防衛處置。主管機關對於扣留之船舶、物品
或留置之人員，應於幾個月內為之處分？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懲治走私條例規定之管制物品，是由何機關公告其管制品項及管制方式？
行政院
財政部
法務部
海洋委員會
依據海岸巡防法，下列何者非海岸巡防機關執行之事項？
海上交通秩序之管制及維護
海洋研究及測量
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之維護
海上救難、海洋災害救護
南沙太平島地區限制水域範圍，是由太平島周邊低潮線向外延伸多少範圍以內之海域？
 1000-3000 公尺
 2000-4000 公尺
 3000-5000 公尺
 4000-6000 公尺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規定，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禁限制水域從事
非法捕魚行為，依法扣留之船舶有從事漁撈、其他違法行為，或經主管機關查證該船有被扣留幾次以上
紀錄者得沒入之？
1
2
3
5
依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我國領海自基線起至其外側 12 浬間之海域，領海基線之劃定採何種方式？
直線基線法
正常基線法
彎曲基線法
直線基線為原則，正常基線為例外之混合基線法
臺菲海域間有重疊專屬經濟海域問題，因廣大興 28 號漁船事件後展開協調，完成臺菲有關促進漁業事務
執法合作協定之簽署，並依協定成立何工作小組，定期召開會議，藉此討論各項執法合作的具體執行方
式，保障我國漁民安全與捕魚權益？
臺菲漁業技術工作小組
臺菲執法協定工作小組
臺菲海域執法工作小組
臺菲海上不預期相遇工作小組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巡邏發現於我禁限制水域有大陸漁船越界捕魚作業，執行取締時遭大陸漁船人員攻
擊，請問下列何者非海巡同仁移送之法規依據？
漁業法
刑法
憲法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海岸巡防機關依漁汛期及漁船作業分布規劃周邊海域及公海巡護任務，打擊 IUU，確保漁民作業安全及
履行國際責任。IUU 意思是指：
非法、報告、不受規範漁捕行為
獨立作業、合作的、不受規範漁捕行為
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漁捕行為
獨立作業、已報告、不管制漁捕行為
依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魚類種群養護與管理公約之規定，海巡人員執行公海漁業巡護時，那些國家可與
我國相互執行公海登檢？①泰國 ②日本 ③美國 ④韓國 ⑤澳洲
③④⑤
②③⑤
①③④
①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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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君在岸際戲水時，騎乘一隻綠蠵龜遭海巡人員查獲，其行為如何處罰？
以違反海岸巡防法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以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移送地方檢察署法辦
以違反海洋動物保育法移送地方檢察署法辦
以違反海洋動物保育法移送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法辦
依據海岸巡防法規定，海巡人員執行職務時，應穿著制服或出示證明文件，其制式由何機關定之？
由行政院定之
由海洋委員會報請行政院定之
由海洋委員會定之
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定之
依據海岸巡防法規定，航行我國海域內之船舶，有拒絕海巡機關人員之檢查、停止航行或登臨、驅離命
令者，依其總噸位裁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噸位三百以上未滿一千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總噸位三百以上未滿一千者：處新臺幣七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總噸位二千以上者：處新臺幣七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總噸位二千以上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海巡機關與海關之間訂有協調聯繫機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海巡機關與海關之協調聯繫悉依「海洋委員會與財政部協調聯繫辦法」辦理
海巡機關應會同海關訂定相互支援協調計畫
海巡機關與海關為加強協調聯繫，應召開地區性之協調聯繫會議
海巡機關與海關間應建立相關情資窗口，並維持聯繫及資源之共享
依國家安全法之規定，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發起、資助或發展組織，如何處罰？
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罰金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罰金
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千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罰金
處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依國家安全法第 4 條之規定，海岸巡防機關於必要時，對人員、物品及運輸工具，得依其職權實施相關
檢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可針對航行境內之船筏及其客貨實施檢查
可針對入出境之旅客實施搜身，針對可疑人員查看通訊內容
可針對入出境之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加以檢查
可檢查入出境之旅客及其所攜帶之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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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海巡艇在新竹
外海 8 浬巡弋時，查獲大陸籍漁船（總噸位 250）正在作業，應如何處罰？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二百四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
依據國家安全法規定，軍公教人員，於現職（役）或退休（職、伍）後，若有下列那些情形者，喪失其
請領退休（職、伍）給與之權利？①犯內亂、外患罪，經判刑確定 ②未經報備核准，擅自赴大陸地
區 ③觸犯刑事案件 ④犯陸海空軍刑法違反效忠國家職責罪章
②③
③④
①④
①③
依國家安全法暨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有關海岸管制區之劃設與管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海岸管制區由國防部會同交通部、海洋委員會根據海防實際需要劃設公告之
司法或治安人員，因公入出海岸管制區者，仍應經該管軍事機關許可後，方得入出
現在管制區已完全開放，人民入出海岸管制區，逕向檢查哨登記後，即可進入
海岸管制區可分為海岸經常管制區及海岸特定管制區
下列何種走私行為，海巡人員查獲後，應移送海關裁處？
由越南走私偽造美鈔 15 萬美元進入我漁港被查獲
入境我港口時，攜帶應稅貨物匿不申報或規避檢查
由大陸走私花生一批進入我漁港，其完稅價格新臺幣 15 萬元
由大陸攜帶毒品安非他命 500 公克進入我港口被查獲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規定，下列何種走私行為，除處以罰鍰外，海關得將該船舶予以沒入？
船舶在沿海 24 海里內被追緝時，將貨物拋棄水中，以避免緝獲者
船舶在沿海 24 海里內，被查獲藏有行政院公告之管制物品者
船舶在我專屬經濟海域內被追緝時，將貨物拋棄水中，以避免緝獲者
船舶在我專屬經濟海域內，被查獲藏有行政院公告之管制物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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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海關緝私條例之相關規定，海關及軍警執行緝私任務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遇有必要時，海關得請軍警及其他有關機關協助之
軍警機關在非通商口岸發覺違反海關緝私條例之情事時，得逕行查緝
海關查獲貨物認有違反海關緝私條例之情事者，應予扣押
海關查獲貨物認有違反海關緝私條例情事者，應請示檢察官決定是否予以扣押
依據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規定，未經許可，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之下列何種行為，處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相關設備？
故意損害天然資源者
從事人工島嶼設施之建造者
從事生物資源之管理與養護者
利用海水、海流、風力生產能源者
民國 108 年海洋基本法正式頒布，其相關立法目的下列何者正確？
為打造生態、安全、繁榮之優質海洋國家，維護國家海洋權益
提升國民海洋科學產能，深化多元海洋文創
創造健康海洋休閒環境，促進海洋產業量能與發展
推動區域及國際海洋合作，維護國家主權發展
依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國領海與相鄰或相向國家間之領海重疊時，以等距三角中線為其分界線
該法之制定係為維護我國領海之主權及鄰接區權利，並擴充我海權
為防止在領海內違犯有關貿易、移民、衛生或環保法令等，我國得在鄰接區內制定相關法令規定
對於在公海上未經許可之廣播，我國應會同各鄰近國家制定法令，以防止及處罰之
海巡人員查獲我國籍漁船走私大陸稻米 10 公噸進入我港口，應如何處罰？
移送海關裁罰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裁罰
移送地方檢察署偵辦
移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裁罰
海巡人員於漁船出港安檢時，查獲我國籍漁船船長在船舶密艙中，夾藏大麻種子 3 公斤，應如何處理？
帶出國外者不罰
移送海關裁罰
移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裁罰
移送地方檢察署偵辦
依懲治走私條例之規定，下列何種行為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公務員、軍人包庇走私者
犯走私罪而持械拒捕，傷害人未致重傷者
犯走私罪而持械拒捕，傷害人致重傷者
犯走私罪而持械拒捕，傷害人致死者
依懲治走私條例之規定，下列何種走私行為之未遂犯處罰之？
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
規避檢查或逃避管制，未經向海關申報而運輸貨物進口、出口者
未向海關申報貨物，經由通商口岸進口或出口者
擅自轉載、收受未向海關申報之物品或幫同裝卸者
海洋污染防治法公告自民國 107 年 4 月 28 日起，該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為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海洋委員會
交通部航港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海洋基本法於民國 108 年立法通過，該法對於海洋污染防治之相關主張，下列何者正確？
政府應整合、善用國際資源，訂定海洋污染防治對策
訂定海洋污染防治對策，由源頭減污，強化污染防治能量
審慎規劃海洋主權，加強海洋災害防護，加速海洋污染防治工作
積極推動區域及國際合作，以提升防治海洋污染之能量
有關海洋污染防治法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船舶之廢油僅可排洩於領海以外之海域，餘均應留存船上或排洩於岸上收受設施
船舶對海域污染產生之損害，肇事當事人應負賠償責任
船舶載運化學品及其他可能造成海水污染之貨物，應採取適當防制排洩措施
外國船舶因違反海洋污染防治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於未履行前，港口管理機關應禁止所有船員離境
海巡艇在澎湖群島西南方之「臺灣淺堆」巡弋時，查獲大陸抽砂船（總噸位 3 千）正在抽取海砂，應如
何處罰？
依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移送地方檢察署偵辦
依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移送地方檢察署偵辦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相關規定，裁處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相關規定，裁處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在新冠肺炎（COVID-19）期間，扣留越界大陸船舶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扣留進港之船員應立即通知當地衛生單位實施採檢，若為陰性，才能送至留置室
大陸船員若願立即接受裁罰，並繳納罰鍰者，得迅速裁罰並驅離之，以降低疫情之傳播
留置之大陸船員若有發燒、咳嗽或疑似症狀者，應立即通知相關衛生及權責機關處理
留置之大陸船員以「一人一室檢疫」14 天無異狀，始可在留置處所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