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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政部移民署依法強制大陸地區人民出境前，知悉大陸地區人民涉及刑事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情形，

應於強制出境 10 日前，採取何種處理方式？ 
請求司法機關同意  與司法機關協調 
暫不執行  通知司法機關 

2 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禁止水域，並從事搭載人員使非法入境之行為，主管機關對該船舶，如

何處理？ 
予以沒入 處以罰鍰 扣留 3 個月 予以銷毀 

3 海巡人員使用器械，須注意比例原則。比例原則在公法上具有重要地位，其精神運用於使用器械上，必

須衡量適當性、必要性與下列何者？ 
目的達成性 狹義比例性 維護治安性 公平合理性 

4 下列何者不屬於國家安全法第 5 條中所稱之管制區？ 
重要交通設施管制區  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 
山地管制區  海岸管制區 

5 警察或海岸巡防機關基於必要，依據國家安全法第 4 條針對入出境航空器及其載運人員、物品進行檢查

時，依法得採取之措施與行為，下列何者錯誤？ 
得針對航空器作清艙檢查 
對於旅客、機員手提行李，得自行強制打開並檢查 
得對旅客、機員實施儀器檢查或搜索其身體 
旅客托運之行李，經檢查送入機艙後，如該旅客不進入航空器時，其托運行李應予取下，始准起飛。

但經航空公司具結保證安全者，不在此限 
6 巡防機關主管業務之簡任職、上校、警監、關務監以上人員，執行入出港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之安

全檢查事項，遇有犯罪調查情事，其視同「刑事訴訟法」下列何規定之職級身分？ 
第 229 條之司法警察官  第 230 條之司法警察官 
第 231 條之司法警察官  第 228 條之檢察官 

7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與交通部及所屬機關（構）間，於相互請求協助時，應依規定辦理，除緊

急情形外，應以書面為之。學理上稱為： 
職務協助 委託關係 委任關係 協辦業務 

8 下列何者非屬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所稱之公務人員？ 
法定機關依法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法定機關依法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公立學校依法聘用之教師 
公立學校依法任用之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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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自候選人登記參選之日起至投票日止，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 
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請假時，長官不得拒絕 
公務人員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要求他人不

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各機關首長或主管人員於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告日起至投票日止之選舉期間，應禁止政黨、公職候

選人或其支持者之造訪活動 
10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所稱之政治團體，指依下列何者規定，經許可設立者？ 

政治團體法 人民團體法 集會遊行法 政治獻金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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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港口管理機關

得採取何作為？ 
申請收容相關船員 予以拍賣該船舶 限制相關船員離境 予以沒入該船舶 

12 海岸巡防機關作為海洋污染防治法之執行機關，下列何者非屬其職權？ 
擬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執行海洋污染防治法之取締事項，得要求軍事機關協助辦理 
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港口、其他場所或登臨船舶、海洋設施，檢查或鑑定海洋污染事項，並命令

提供有關資料 
指定或委託相關機關、機構或團體，辦理海洋污染防治、海洋污染監測、海洋污染處理、海洋環境保

護及其研究訓練之有關事項 
13 自大陸地區私運物品進入臺灣地區，或自臺灣地區私運物品前往大陸地區，以構成何種之行為論處法律

責任？ 
以物品未經檢查之違規論 以私運物品進口、出口論  
以物品進出口未申報論處 以進出口規避檢查論處 

14 巡防機關人員於執行海域、海岸、河口與非通商口岸，所查緝到之走私行為，應將查緝結果，連同緝獲

私貨，移送下列何者處理？ 
警察機關 海關 法務部調查局 檢察機關 

15 大陸地區人民有臺灣地區人民之直系血親及配偶，年齡幾歲以上，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 
60 歲 65 歲 68 歲 70 歲 

16 為確保船舶、航空器、海堤設施之安全，而造成海洋環境污染，其行為責任為何？ 
減輕二分之一處罰 減輕三分之二處罰 不能免責 不予處罰 

17 下列何者非屬海岸巡防機關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應負責辦理之執行事項？ 
取締 蒐證 移送 訂定分區執行計畫 

18 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

區為何種居住？ 
依親居留 永久居留 暫時停留 歸化國籍 

19 下列敘述何者非屬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9 條第 7 項得經立法院議決由行政院公告於

一定期間內，對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採行禁止或限制之事由？ 
遇有重大突發事件  遇有影響臺灣地區重大利益情形 
於兩岸互動有重大危害情形 亞太地區發生國際爭端事件 

20 下列那個行政機關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之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之前，應向內政部申請許可？ 
內政部警政署  法務部調查局  
 高法院檢察署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21 司法院釋字第 680 號，指出懲治走私條例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有違下列何種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 

22 有關懲治走私條例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服務於鐵路、公路、航空、水運或其他供公眾運輸之交通工具人員，因重大過失而發生有走私情事而

不通知稽徵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檢查人員者，負有刑責 
稽徵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檢查人員，明知為走私物品而放行或為之銷售或藏匿者，負有刑責 
走私行為之處罰，優先適用刑法。刑法無規定者，適用海關緝私條例及懲治走私條例。海關緝私條例

及懲治走私條例無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 
自大陸地區私運物品進入臺灣地區，或自臺灣地區私運物品前往大陸地區者，非屬進出口事項，不適

用懲治走私條例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4%BA%BA%E6%B0%91%E5%9C%98%E9%AB%94%E6%B3%95.htm
http://www.6law.idv.tw/6law/law/�g�v���p����.
http://www.6law.idv.tw/6law/law/�g�v���p����.
http://www.6law.idv.tw/6law/law/�g�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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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人民入出海岸管制區，經查驗證明「文件」或經查證確有入出之必要，得為許可。有關該文件應向下列
何者申請許可？ 
該管警察機關 該管海巡機關 該管行政機關 該管軍事機關 

24 船舶、航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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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用
物品者，依據海關緝私條例得處船長或管領人多少之罰鍰，並得將該貨物及物品沒入之？ 
貨價 2 倍至 3 倍之罰緩  貨價 1 倍至 2 倍之罰鍰 
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25 下列何者為懲治私運政府管制物品或應稅物品之進口或出口而制定之法規？ 
海關緝私條例  海關緝私器械使用辦法 
貪污治罪條例  懲治走私條例 

26 有關海關緝私之處分程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海關依海關緝私條例處分之緝私案件，應製作處分書送達受處分人，但情況急迫者，不在此限 
受處分人及利害關係人不服海關緝私條例第 46 條處分者，得於收到處分書之翌日起算 40 日內，依規

定格式，以書面向原處分海關申請復查 
海關應於接到復查申請書之翌日起算 2 個月內為復查決定，並作成復查決定書；必要時，得予延長，
並通知受處分人或利害關係人。延長以 1 次為限， 長不得逾 1 個月 
受處分人及利害關係人不服海關之復查決定時，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27 船舶在沿海多少距離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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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緝獲者，
得處船長及行為人各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該船舶？ 
沿海 24 海里界內  沿海 30 海里界內 
沿海 36 海里界內  沿海 40 海里界內 

28 依海關緝私條例所處之罰鍰，若以貨價為準者，則進口貨物應依據何者計算？ 
按離岸價格計算 按稅前價格計算 按完稅價格計算 按交易價格計算 

29 有關海關緝私的法定執行方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海關緝私，應在中華民國通商口岸，沿海 12 海里以內之水域 
海關因緝私需要，得配置艦艇、航空器、車輛、武器、彈藥及必要之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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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關關員執行緝私職務時，得佩帶武器、械彈 

30 海關因緝私必要，得實施檢查之範圍，下列何者錯誤？ 
通運貨物  運輸工具  
存放貨物之場所及在場之關係人 進出口貨物所屬業者之總公司 

31 經政府開放對外貿易，並設有海關之港口、機場或商埠者，稱為： 
法定港口 國際商港 商務海港 通商口岸 

32 海關人員執行勘驗、搜索應將經過情形作成筆錄，交被詢問人閱覽後，一同簽名或蓋章。對如有拒絕簽
名蓋章之情形者，應如何處理？ 
以現場之錄影資料代替之 由筆錄制作人記明其事由 
採取必要強制力，使簽名 逕以拘提執行，隨案移送 

33 海關依法扣押之物，如不能依規定處理，但有腐敗、毀損之虞情形，於案件確定前，可通知有權利之人，
並採取下列何種處置？ 
公告拍賣並保管其價金  公告變賣並保管其價金 
公告銷毀並補償其價金  公告收為公有並價購之 

34 下列何者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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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遵守之事項？ 
隨時提供進度報告，並提出初步結論與 後結論 
應事先與中華民國政府針對科技研發獲得之相關利益分配比例進行協議 
隨時提供完整且不損其科學價值之資料複本、數據或樣本及各項評估報告 
在計畫有重大改變時，立即通知中華民國政府 

35 中華民國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與相鄰或相向國家間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如有重疊，
其分界線依衡平原則，以何種方式劃定？ 
各自劃定 由國際法院裁決 協議方式 依國際法規定 

36 有關我國專屬經濟海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專屬經濟海域為鄰接領海外側至距離領海基線 200 浬間之海域 
專屬經濟海域包括水體、海床及底土 
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之外界界線，由外交部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 
中華民國在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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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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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何者非屬海岸巡防機關依海岸巡防法第 4 條所規定負責之執行事項？ 
海上交通航線之規劃及維護事項 海洋災害救護事項 
漁業資源之維護事項  海洋環境保護事項 

38 「海岸巡防機關配備器械種類規格表」由下列何者訂定？ 
行政院  立法院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內政部 

39 中華民國領海與相鄰或相向國家間之領海重疊時，除有協議外，以下列何者為其分界線？ 
等距中線 等值中線 等差中線 等同中線 

40 對於在領海或鄰接區內之人或物，認為有違犯我國相關法令之虞者，下列何者非屬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

區法明列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之人員？ 
國防 警察 海關 環保 

41 臺灣地區之海水低潮線以迄高潮線起算 500 公尺以內之岸際地區及近海沙洲，稱為： 
海域 臺灣地區 海岸 海岸管制區 

42 巡防機關執行海域及海岸巡防所涉國家安全之情報工作，應受下列何者之指導、協調及支援？ 
國防部 國家安全局 法務部調查局 國土安全辦公室 

43 巡防機關人員依法行使安全檢查職權，有正當理由認為行為人身帶物件，且有違法之虞，令其交驗該項

物件時，如被拒絕，有權採取何作為？ 
依法為逮捕 可逕行拘提 予以管束之 搜索其身體 

44 依海關緝私條例所處之罰鍰，若以貨價為準者，則出口貨物應依據何者計算？ 
按離岸價格計算  按國內市價價格計算 
按完稅價格計算  按完稅之八成價格計算 

45 下列何種身分之臺灣地區人民，非屬於退離職未滿 3 年，於進入大陸地區前應經申請，並經內政部會同

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組成之審查會審查許可者？ 
政務人員  直轄市長  
縣（市）長  陸委會中從事涉及國家機密業務之人員 

46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巡防機關人員應基於事實需要，合理審慎使用器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巡防機關人員使用器械時，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致命之部位 
巡防機關人員使用器械之原因已消滅者，應立即停止使用 
為確保巡防機關人員依法行政，於使用器械後，一律應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長官 

47 外國船舶如通過中華民國領海，依法規規定停船或下錨後，其應即通知下列何者？ 
當地國防海軍單位  當地警政主管機關 
當地海岸巡防機關  當地航政主管機關 

48 有關海關搜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海關有正當理由認為違反海關緝私條例情事業已發生者，得搜索關係場所。搜索時，應邀同該場所占

有人或其同居人、僱用人、鄰人並當地村里長在場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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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違反海關緝私條例之行為

正在進行者，不在此限 
搜索應將經過情形作成筆錄，交被詢問人或在場證人閱覽後，一同簽名或蓋章 
搜索之關係場所如係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勘驗、搜索時，應會同該機關或事業指定人員辦理 

49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規定，郵遞之信函或包裹，內有應課關稅之貨物或管制物品時，下列何者非屬封皮上

應正確載明之貨物或物品事項？ 
寄送目的 價值 重量 數額 

50 海岸巡防機關人員對進出漁港及海岸之漁船、舢舨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營運之水上運輸工具，得查驗

有關證件，並檢查船體及其載運物件。有關水上運輸工具之進出、接受檢查，應在設籍港或下列何處所？ 
營業處所 核定處所 活動處所 任一處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