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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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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科組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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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依我國海洋污染防治法規定，申論船舶對海洋污染之防治措施規範內
容為何？（25 分）
二、海岸巡防機關人員執行搜索權應如何行使，我國海岸巡防法如何規定？
（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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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巡艇於高雄港外海欲登檢國籍 CT8 漁船，漁船拒不配合，海巡艇持續緊追 6 浬後，直到高雄港
第一港口外 3 浬，始停船受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CT8 係指動力漁船總噸位 500 噸以上未滿 1,000 噸
漁船之行為違反海岸巡防法第 6 條相關規定
漁船之行為最高可處新臺幣 15 萬元罰鍰
海巡艇緊追距離超過 3 浬時，依法可對漁船開罰最高罰鍰
2 大陸船舶於花嶼西北方 22 浬海域進行海釣，下列海巡人員應變或法規適用，何者錯誤？
登檢該船，將人、船全數押返馬公港留置調查
進港泊靠後，協請衛生局及防疫檢疫局人員進行陸船消毒作業與船員相關檢疫措施
陸船行為可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2 條進行扣留查處
依法其上人員即予以留置或得予留置，並限期於 2 個月期間内調查後移送有關機關
3 依國家安全法及海岸巡防法相關規定，對管轄水域內的拒檢船舶的船長處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前者科或併科新臺幣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金、後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前者科或併科新臺幣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後者處新臺幣 1 萬 5,000 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金
前者科或併科新臺幣 3 萬元以下罰金、後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前者科或併科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後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金
4 海巡人員查獲人民未經申請許可進入海岸管制區，通知離去而不從者，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移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當地所屬分署
移送當地國防部所屬管區
移送當地國防部陸軍所屬大隊
移送當地警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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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日海象 4 級，100 噸級巡防艇於澎湖目斗嶼北方 20 浬處欲登檢航跡可疑且吃水深的 CT5 臺灣
籍漁船時，遭該船船長以趕返馬公漁港卸魚為由拒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考量海象與受檢船員安全，漁船船長主張有理，可陪同該船進港再行登檢
考量漁船漁獲裝卸急迫性，船長主張有理，以無線通報安檢站於漁船進港後再行登檢，巡防艇
恢復巡邏勤務
船長主張無理，屬規避或拒絕海巡人員之檢查命令，依法可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
罰鍰
船長主張無理，屬規避或拒絕海巡人員之檢查命令，依法可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7 萬元以下
罰鍰
6 海巡人員於臺中港西南外海 26 浬登檢涉嫌海上販油給大陸漁船的 1,500 噸級大陸駁油船時，遭船
上人員攻擊，依法其行為可處下列何項處罰：
最高可處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鍰
最高可處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下罰鍰
最高可處新臺幣 700 萬元以下罰鍰
最高可處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下罰鍰
7 4,000 噸級大陸抽砂船在我國臺灣淺灘海域及金門禁限制海域之抽砂行為，得依相關法規處分，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前者優先適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可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 5,000 萬元以下罰金
前者優先適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可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
後者可依「土石採取法」處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或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處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 700 萬元以下罰鍰
後者可依「土石採取法」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8,000 萬元以下罰鍰，
或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處新臺幣 700 萬元以上 1,000 萬元以下罰鍰
8 海巡艇發現大陸改裝油輪在我國領海外的專屬經濟海域內，駁油給大陸漁船，該油輪未採取適當
防制排洩措施，亦發現有污染海洋事件，應如何處置？
案發水域已超過鄰接區範圍，我國未有管轄權
案發水域已超過鄰接區範圍，且未有污染海洋事件，海巡人員於進行警告後，若無發現其他不
法，放行
油輪海上駁油行為已違反我國海洋污染防治法，可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
油輪海上駁油行為已違反我國海洋污染防治法，可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9 依海岸巡防法，海岸管制區是由下列那些單位根據實際需要來劃定公告？
由國防部會同海洋委員會、內政部劃定公告
由內政部會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國防部、經濟部劃定公告
由海洋委員會會同國防部、內政部、經濟部劃定公告
由國防部會同海洋委員會、內政部、環保署劃定公告
10 下列有關海巡人員用槍時機，何者錯誤？
受檢人員以魚刀威脅海巡登檢人員
漁船故意碰撞停靠碼頭之海巡艇
海巡艇依法緊追涉嫌載運越南人民非法入境之船舶，受檢船蛇行拒檢超過 1 小時
受檢大陸漁民以言語挑釁威脅攻擊海巡人員
11 下列那項情事非屬海巡人員得逕行對大陸漁船進行緊追、登臨、檢查，必要時，得予扣留、逮捕
或留置之要件？
大陸漁船在東沙群島北方 10 浬海域刺網作業
大陸漁船於濁水溪外海西方 28 浬海域拖網作業
大陸漁船在距太平島 7 浬海域涉嫌從事海盜行為
大陸漁船在距太平島 4 浬海域進行拖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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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巡艇於新竹外海 23 浬欲登檢我國籍漁船時，漁船拒檢，並向外海航行，期間漁船船員涉嫌將香菇
10 餘箱全部丟包，最後海巡艇於新竹外海 26 浬緝獲該漁船，下列有關其行為之處分，何者錯誤？
漁船之拒檢行為，依海岸巡防法可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漁船之丟包行為，依海關緝私條例可處船長及負責海上丟包的船員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12 萬元
以下罰鍰
漁船之丟包行為，依海關緝私條例已構成得沒入船舶之要件
經查明以漁船載運私貨為主要目的者，依海關緝私條例可沒入該運輸工具
13 欲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從事海洋科學研究，應向下列何機關提出申請？
科技部
內政部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海洋委員會
14 下列何項為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明文禁止之行為？
外國潛艇潛航通過臺東外海 5 浬海域
外國軍艦編隊航行通過海峽中線以東 10 浬水域，且未先行告知
外國商船在彰濱外海吊放小艇，救助與其發生碰撞之我國籍漁船，直至海巡艇抵達現場
外國軍艦通過中華民國領海期間，全程開啟雷達與無線電，並以無線電加密方式進行軍艦間
通聯
15 公務人員應嚴守行政中立，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及其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務人員可為其配偶或三親等直系血親參選公職候選人時，以眷屬身分站台、助講、遊行與
拜票
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隔日起至投票日止，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
假，且已登記參選之公務人員依相關規定請假時，長官不得拒絕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所稱之政黨，係依據人民團體法第 45 條規定備案成立之團體，另所稱之
政治團體，亦係依據人民團體法規定許可成立之政治團體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施行細則，由行政院定之
16 有關海岸巡防機關人員依據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下列何處理作為符合該法令規範？
海岸巡防機關人員在緊急情況急迫使用器械時，仍須依本條例規定穿著制服，或顯示足資識別
之標誌或證件
海岸巡防機關人員使用武器或器械時，應基於事實需要，合理審慎使用器械，不得逾越必要程
度，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致命之部位，另還須注意勿傷及其他第三人
海岸巡防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任何狀況時，僅能使用警棍、刀、槍、手銬、捕繩來制止
危害情事繼續發生
海岸巡防機關人員使用武器或器械前、後，除使用警棍指揮者外，無須即時報告該管長官，僅
將經過情形記載即可
17 依據我國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4 條規範，其管轄範圍隸屬主管機關若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時，其海域行政轄區係以何種海域以內為限？
領海
內水
專屬經濟海域
鄰接區
18 有關我國海洋污染防治法及其施行細則針對設置海域環境監測站或設施之規定，下列情形何者錯
誤？
不可於海域環境監測站或設施 100 公尺內故意施放污染性生物、物質、能量之行為
不可於海域環境監測站或設施周界 50 公尺範圍內撒網、行船、迫近或造波
有關海域環境監測辦法、環境監測站設置標準及採樣分析方法，係由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分屬定之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海域環境分類，就其所轄海域設置海域環境監測站或設施，定期公布監測結
果，並採取適當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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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關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洄游於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內外之魚種，中華民國政府具有養護及管理之權利；若外國漁
船在捕撈此類魚種時，應適當顧及中華民國對此類魚種之養護及管理措施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之外界界線，皆係由行政院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若與相
鄰或相向國家間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重疊時，其分界線依等距原則，以協議方式劃定之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利用海水、海流、風力生產能源，應經中華民國政府許可；其許可辦
法，由經濟部定之
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從事海底電纜或管道之舖設、維護或變更，其路線之劃定，應經中華民國
政府之許可；其許可辦法，由行政院之經濟部與交通部訂定
20 內政部移民署於強制大陸地區人民出境前，應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強制已取得居留或定居許可
之大陸地區人民出境前，並應召開審查會。但當事人有下列何種情形時，得不經審查會審查，逕
行強制出境？
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居留期限
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經撤銷、廢止停留、居留、定居許可
有危害國家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從事恐怖活動之虞
21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有關涉及政治議題之協議，行政院應於協商開始前幾日，
向立法院提出協議締結計畫及憲政或重大政治衝擊影響評估報告；該締結計畫須經全體立法委員
多少比例出席；及出席委員中有多少比例同意後，始得開啟簽署協議之協商？
 60 日；2/3；1/2
 90 日；1/2；2/3
 60 日；2/3；2/3
 90 日；3/4；3/4
22 海關緝私應在中華民國通商口岸之沿海多少海里以內之水域，及依海關緝私條例或其他法律得為
查緝之區域或場所為之；另有關管制進口物品方面，若一次私運原產地為大陸地區而未經主管機
關公告准許輸入之海關進口稅則第 1 章至第 8 章所列之物品、稻米、稻米粉、花生、茶葉或種子
（球）
，其完稅價格總額超過新臺幣多少元者（外幣按緝獲時之財政部關稅總局公告賣出匯率折算）
或重量超過多少公斤者，則會予以管制？
 24 海里；10 萬；1,000 公斤
 12 海里；10 萬；1,000 公斤
 24 海里；1,000 萬；10 公斤
 12 海里；1,000 萬；10 公斤
23 依據國家安全法第 4 條規定，海岸巡防機關人員於必要時，得依其職權對人員、物品及運輸工具
實施檢查，但下列何者情形除外？
入出境之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
航行境內之船筏及其客貨
入出境之旅客及其所攜帶之物件
海關人員駕駛關務署公務車進入高雄港港區查驗進出口貨物事宜
24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 41 條規定，人民因執行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
別損失時，得請求補償，其補償方式不包含下列何項？
對於執行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可歸責於該人民之事由者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2 年內向執行機關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 5 年者，不得
為之
損失補償，應以金錢為之，並以補償實際所受之特別損失為限
25 海關緝私條例中有關緝私過程、詢問、處罰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勘驗、搜索不得在日沒後日出前為之。但於日沒前已開始施行而有繼續之必要，或違反本條例
之行為正在進行者，不在此限
海關因緝私必要，得詢問嫌疑人、證人及其他關係人，並準用刑法第 39 條至第 41 條之規定。
5 年內再犯本條例同一規定之行為者，其罰鍰得加重二分之一；犯 3 次以上者，得加重 1 倍
依海關緝私條例所處罰鍰以貨價為準者，進口貨物按離岸價格計算，出口貨物按完稅價格計算；
其受處分人及利害關係人不服前條處分者，得於收到處分書之翌日起算 30 日內，依規定格式，
以書面向原處分海關申請復查
船舶、航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工具，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第 8 條規定而抗不遵照者，可處管領
人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4 萬元以下罰鍰；經查明以載運私貨為主要目的者，並沒入該運輸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