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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海岸巡防法第 1 條立法宗旨，下列何者正確？ 
維護臺灣地區海域及海岸秩序，與資源之保護利用，確保國家安全，維持航運安全 
維護海域及海岸秩序，維護國家主權，確保國家安全，保障人民權益 
維護海洋合理使用秩序，與資源之保護利用，確保國家安全，保障人民權益 
維護臺灣地區海域及海岸秩序，與資源之保護利用，確保國家安全，保障人民權益 

2 依據海岸巡防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臺灣地區係指： 
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釣魚臺 
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太平島 
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烏坵 
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3 依據海岸巡防法第 2 條第 2 款，下列何者不屬於海域？ 
領海 內水 專屬經濟海域 鄰接區 

4 關於海岸巡防機關執法人員視同刑事訴訟法之司法警察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巡防機關主管業務之薦任職、上校、警監、關務監以上人員，執行第 4 條所定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

刑事訴訟法第 229 條之司法警察官 
巡防機關主管業務之簡任職、中校、警監、關務監以上人員，執行第 4 條所定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
刑事訴訟法第 229 條之司法警察官 

巡防機關主管業務之簡任職、上校、警正、關務監以上人員，執行第 4 條所定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
刑事訴訟法第 229 條之司法警察官 

巡防機關主管業務之簡任職、上校、警監、關務監以上人員，執行第 4 條所定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
刑事訴訟法第 229 條之司法警察官 

5 有關海岸巡防機關執法時彰顯身分之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口頭表明海洋巡防機關之單位、職級、姓名及辦理何種案件 
應穿著制服及出示證明文件 
應穿著制服或出示證明文件 
執法須會同制服警察，由警察協助表明身分 

6 海岸巡防法第 6 條規定之對身體搜索，其要件為何？ 
有正當理由認其有身帶物件，且有違法之虞時，經報請長官同意後，得搜索其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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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

索身體時，應有巡防機關人員 2 人以上或巡防機關人員以外之第三人在場 
只要有違法之虞，可以逕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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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報請檢察官同意，

得搜索其身體。搜索身體時，應有巡防機關人員 2 人以上或巡防機關人員以外之第三人在場 
7 依據海岸巡防法，登臨權之構成要件，下列何者正確？ 
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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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行海域內之船舶、其他水上運輸工具，根據船舶外觀、國籍旗幟、航行態樣、乘載人員及其他異常

舉動，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 
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 
對進出海域、海岸、河口、非通商口岸及航行領海內之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及其載運人員、物品，

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 
8 依據海岸巡防法，下列何種非屬該法第 4 條規定的巡防機關執行事項？ 
海上交通秩序之管制及維護 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之維護 
海洋環境保護及保育事項 海岸管制區管制及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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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依據海岸巡防法第 2 條之規定，海岸管制區之劃定機關下列何者正確？ 
國防部會同海岸巡防機關及地方政府 國防部會同經濟部及地方政府 
國防部會同財政部關務署及內政部 國防部會同內政部及海岸巡防機關 

10 依據海岸巡防法，巡防機關人員除了原具司法警察身分者外，需經司法警察專長訓練始得服勤執法。該
辦法由何機關定之？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行政院 法務部 國防部 

11 關於海岸巡防機關執法之移送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巡防機關人員執行海岸巡防法第 4 條所定查緝走私，應將查緝結果，連同緝獲私貨，移送海關處理 
巡防機關人員執行海岸巡防法第 4 條所定查緝走私，應將查緝結果，連同緝獲私貨，移送該管地方法院
檢察署處理 
巡防機關人員執行海岸巡防法第 4 條所定查緝走私，應將查緝結果，連同緝獲私貨，移送該管警察機關處理 
巡防機關人員執行海岸巡防法第 4 條所定查緝走私，應將查緝結果，連同緝獲私貨，移送法務部調查局處理 

12 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長官若有違反該法而要求公務人員從事該法禁止之行為時，下列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得檢具相關事證向該長官之上級長官提出報告並由其依法處理 
公務人員得逕向行政院報告 
公務人員向該長官之上級長官提出報告卻未獲依法處理，該上級長官以失職論 
未獲依法處理時，公務人員得向監察院檢舉 

13 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不得加入政黨 
公務人員不得兼任政黨之職務 
公務人員不得對任何團體或個人予以差別待遇 
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阻止或妨礙他人為特定政黨依法募款之活動 

14 依據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海巡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使用器械，下列何者正確？ 
一律應依規定穿著制服或顯示足資識別之標誌或證件 
使用之器械種類及規格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定之 
遇有戒備意外情形得使用刀或槍 
若因出於故意行為而致第三人受傷，經巡防機關支付醫療費後應向該行為人求償 

15 依據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巡防機關人員執行檢查、搜索、扣押、拘提、逮捕、留置及其他強制
措施，相對人有自傷行為時，下列何者為得使用之器物？  
手銬、捕繩 警棍 刀或槍 電擊棒 

16 依據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巡防機關人員執行職務，對於某船舶經使用刀或槍等器械仍不能制止
且已無其他制止手段時，下列何種情形非屬報請巡防機關最高首長同意於限度內使用砲？ 
巡防機關人員所使用之船舶遭受武力危害或脅迫時 
該某船舶所承載人員涉嫌在我國領域內觸犯殺人罪，經緊追逮捕而抗不遵照時 
該某船舶所承載人員涉嫌在我國領域內走私槍械，經緊追逮捕而抗不遵照時 
該某船舶所承載人員涉嫌在我國領域內載運人員非法入出境，經緊追而逃逸者 

17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緝私時，下列何者錯誤？ 
海關於必要時，得搜索關係人身體 搜索關係人身體時，應有關員 2 人以上在場 
搜索女性身體時，應由女性關員行之 海關緝私，得詢問嫌疑人並應作成筆錄 

18 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給付補償金之性質，下列何者正確？ 
國家賠償之性質  侵權行為之性質 
因公務員之故意或過失而構成責任之性質 無過失但就人民損失仍予補償之性質 

19 依據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第 7 條，使用刀或槍枝時機，下列何者正確？ 
依法令執行職務，遭受強暴脅迫時 持有凶器有滋事之虞者，經告誡拋棄，仍不聽從時 
逃亡或有逃亡之虞時  依法令執行職務，遭受抗拒時 

20 依據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下列何種行為非依中華民國刑法處罰？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故意損害天然資源或破壞自然生態 
對依法執行職務之中華民國公務員施強暴脅迫 
毀棄中華民國公務員所施之封印或查封之標示 
隱匿中華民國公務員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 

21 下列關於內水與領海之敘述，何者正確？ 
內水等於領海，在海洋法的地位一樣 內水是領土的一部分，領海也是領土的一部分 
內水有無害通過權之適用，領海則無 領海有無害通過權之適用，內水則無 

22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8 條，下列何者非屬於無害通過態樣？ 
以武器進行操練或演習  因機械故障而停船下錨 
因氣候而迂迴航行  因救助其他船舶而停船 

23 依據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區，下列何種行為處以刑事罰？ 
不遵守法令規定傾倒、排洩或處置廢棄物或其他物質者 
未經許可從事人工島嶼設施者 
未經許可從事生物資源探勘者 
未經許可從事海洋科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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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中華民國政府基於國家利益或安全，得由何機關公告暫停外國船舶在領

海特定海域內無害通過之期間？ 
交通部 國防部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行政院 

25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4 條規定，關於鄰接區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中華民國鄰接區為領海基線外側至距離基線 12 浬間之海域；其外界線由行政院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 
中華民國鄰接區為鄰接其領海外側至距離基線 24 浬間之海域；其外界線由行政院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 
中華民國鄰接區為鄰接其領海外側至距離基線 12 浬間之海域；其外界線由國防部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 
中華民國鄰接區為鄰接其領海外側至距離基線 24 浬間之海域；其外界線由內政部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 

26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7 條規定，下列那些機關之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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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之國防、警察、海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人員 中華民國之國防、交通、海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人員 
中華民國之國防、貿易、海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人員 中華民國之國防、稅務、海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人員 

27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5 條規定，得在鄰接區內制定之法令，下列何者正確？ 
防止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有關海關、財政、貿易、檢驗、移民、衛生或環保法令、及非法廣播之情事發生 
處罰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有關海關、漁業、貿易、檢驗、海運、衛生或環保法令、及非法廣播之行為 
防止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有關海關、海運、貿易、檢驗、漁業、衛生或環保法令、及非法廣播之情事發生 
處罰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有關海關、金融、貿易、檢驗、金融、衛生或環保法令、及非法廣播之行為 

28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外國漁船於通過中華民國領海時，未將漁具妥為收藏，應由何機關查察
及取締？ 
漁業主管機關 海岸巡防機關 當地航政主管機關 當地港務警察總隊 

29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外國船舶無害通過中華民國領海時，因必要停船或下錨後，應即通知何機關？ 
當地航政主管機關 交通部航港局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國防部 

30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3 條規定，我國就用於國際航行的臺灣海峽非領海海域部分，可制定違
反及處罰之法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海關、貿易、移民、海岸巡防 海關、貿易、移民、財政 
海關、財政、移民、衛生 財政、貿易、移民、檢驗 

31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7 條規定，下列何種情況符合無害通過權行使？ 
日本軍艦未事先告知即通過我國領海 
美國海軍潛水艇潛於水面下通過我國領海 
韓國民用商船依正常航速通過我國領海時因人員落水，而停航施救 
菲律賓民用船通過我國領海，順便測量水深水流等資料 

32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規定，下列何者非海關緝私水域？ 
金門縣水頭港  東沙島領海基線外 13 浬 
烏坵島距岸 8 浬  馬祖福澳港 

33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第 3 條所稱私運貨物進口、出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規避檢查或偷漏關稅，未經向海關申報而運輸貨物進、出國境。但船舶運載貨品無人提領，不在此限 
偷漏關稅或逃避管制，未經向海關申報而運輸貨物進、出國境。但船舶清倉廢品，不在此限 
規避檢查、偷漏關稅或逃避管制，未經向海關申報而運輸貨物進、出國境。但船舶運載貨品無人提領，

經報關查驗照章完稅者，不在此限 
規避檢查、偷漏關稅或逃避管制，未經向海關申報而運輸貨物進、出國境。但船舶清倉廢品，經報關

查驗照章完稅者，不在此限 
34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第 8 條規定，海關射擊之要件為： 

海關因緝私必要，得命船舶、航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工具停駛，其抗不遵照者，得射擊之 
海關得命船舶、航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工具停駛，其抗不遵照者，得射擊之。但應僅以阻止繼續行

駛為目的 
海關因緝私必要，得命船舶、航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工具停駛、回航或降落指定地點，其抗不遵照
者，得射擊之。但應僅以阻止繼續行駛為目的 

海關得命船舶、航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工具停駛、回航或降落指定地點並接受檢查，其抗不遵照者，
得射擊之。但應僅以阻止繼續行駛為目的 

35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規定，在公海或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以外其他海域，中華民國政府得對
下列何種違犯之情事，制定法令防止及處罰之？ 
移民 海關 財政 未經許可廣播 

36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下列何者行為不得「沒入」船舶？ 
經海關命其停駛、回航，其抗不遵照之船舶，查明以載運私貨為主要目的者 
非不可抗力亦無正當理由，船舶未經允許擅自駛入非通商口岸者 
船舶在沿海 24 浬界內或經追緝逃出界外，將貨物或貨物有關文件，毀壞或拋棄水中者 
船舶未到達通商口岸之正當卸貨地點，未經許可而擅行起卸貨物者 

37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第 17 條第 1 項海關實施扣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海關查獲貨物認有違反本條例情事者，應報請財政部核定後予以扣押 
海關查獲貨物認有違反本條例情事者，應報請檢察官同意後予以扣押 
海關查獲貨物認有違反本條例情事者，應報請法院核發押票後予以扣押 
海關查獲貨物認有違反本條例情事者，應予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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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第 39 條規定，旅客攜帶行李違章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旅客出入國境，攜帶應稅貨物或管制物品逃漏關稅者，沒入其貨物，並得依第 36 條第 1 項論處 
旅客出入國境，攜帶應稅貨物或管制物品匿不申報或規避檢查者，沒入其貨物，並得依第 36 條第 1 項論處 
旅客出入國境，攜帶應稅貨物或管制物品未誠實申報關稅者，沒入其貨物，並得依第 36 條第 1 項論處 
旅客出入國境，攜帶應稅貨物或管制物品申報與實際攜帶不符合者，沒入其貨物，並得依第 36 條第 1
項論處 

39 依據國家安全法規範，海岸巡防機關依其職權實施檢查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經主管機關核准營運之水上運輸工具，應在設籍港接受檢查 
旅客、漁民之行李、物件，應由其自行開啟接受檢查 
無正當理由拒絕或逃避檢查者處以行政罰 
對船舶及其他運輸工具，核對證照與艙單並得作清艙檢查 

40 依據國家安全法，關於入出海岸管制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規定開放時間內入出海岸特定管制區者，無須申請許可 
當地漁民入出海岸管制區之海岸捕魚或採收海產者，得憑身分證經查驗後入出 
治安人員因公入出海岸管制區者，得憑身分證經查驗後入出 
因不可抗力而有入出海岸管制區必要者，得憑身分證經查驗後入出 

41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2 條第 1 及第 2 項，與其施行細則第 44 條規定之主管機關，
下列何者非屬之？ 
海岸巡防機關 國防部 海關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42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經扣留者，下
列何種非屬應沒入之列？ 
有被扣留二次以上紀錄者 有搭載人員非法入境或出境之行為者 
對臺灣地區有走私或從事非法漁業行為者 對執行檢查任務之船艦有敵對之行為者 

43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海巡機關依規定扣留大陸船舶之物品，下列處置何者錯誤？ 
屬違禁、走私物品應沒入之 
用以從事非法漁業行為之漁具或漁獲物者應沒入之 
用以從事漁撈或其他違法行為之漁具或漁獲物者應沒入之 
持有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處理者，其相關證物應併同移送 

44 依據國家安全法第 4 條規定，海岸巡防機關人員執法時實施之檢查，下列何者正確？ 
檢查之對象僅限於對人員及其所攜帶之物 
檢查之時機僅限於入出境時 
檢查之對象包含人員、物品及運輸工具 
檢查之時機包含入出境及航行進入於專屬經濟海域以內時 

45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海巡人員於桃園觀音鄉距領海基線 15 浬處發現有一船舶排放廢水，雖其獲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然未製作排放紀錄，應如何處理？ 
函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裁罰 移送桃園市政府裁罰 
移送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處罰 予以告誡後放行 

46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船舶發生海難致污染海域，船長及船舶所有人應即採防止、排除或減輕污染措施，
下列何者並非其應立即通知之機關？ 
當地航政主管機關 港口管理機關 地方主管機關 海岸巡防機關 

47 外國船舶因違反海洋污染防治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於未履行前或有不履行之虞者，何機關得限制船
舶及相關船員離境？ 
航政主管機關 港口管理機關 地方法院檢察署 地方環保機關 

48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10 條規定，為處理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主管機關應擬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報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之 
地方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報請內政部核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報請內政部核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49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2 條規定，本法之適用範圍為何？ 
適用於中華民國管轄之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上覆水域 
適用於中華民國管轄之內水、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 
適用於中華民國管轄之潮間帶、內水、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上覆水域 
適用於中華民國管轄之潮間帶、內水、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 

50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3 條第 11 款規定，污染行為人係指下列何者？ 
造成污染行為之自然人、法人之負責人、管理人及代表人；於船舶及航空器時為所有權人、承租人、

經理人及營運人等 
造成污染行為之自然人、管理人及代表人；於船舶及航空器時為所有權人、承租人、經理人及營運人等 
造成污染行為之自然人、公私場所之負責人、管理人及代表人；於船舶及航空器時為所有權人、承租

人、經理人及營運人等 
造成污染行為之法人、公私場所之負責人、管理人及代表人；於船舶及航空器時為所有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