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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規定，中華民國領海之基線及領海外界線，由何機關訂定，並得分批公告？

內政部 行政院 國防部 外交部

2 海岸巡防法第 6 條規定海巡機關人員對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之船長、管領人、所有人或營運人，依該法實

施之檢查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如違反規定者可處多少罰鍰？

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3 依海岸巡防法第 15 條，海巡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應穿著制服或出示證明文件。請問所指之制服、證明

文件之制式，由何機關訂定？

國防部 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行政院

4 海巡機關執行職務得配置設備與性能合適之艦艇、航空器及其他必要之器械。該艦艇、航空器應予編號，

並附加專用標誌；其制式，由何機關訂定？

行政院 國防部 海巡機關 海洋委員會

5 海巡機關為執行職務，得設置專線電話受理民眾報案，無故撥打專線電話經勸阻不聽或故意謊報案件者，

可處多少罰鍰？

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1 萬 5,000 元以下 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 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

6 依海岸巡防法第 11 條規定，海巡機關各類人員，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司法警

察官。除原具司法警察身分者外，須經何種訓練，始得服勤執法？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訓練 中央警察大學訓練 情報人員訓練 司法警察專長訓練

7 依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規定，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有事實足認其承載人員，藉該次航行觸犯死

刑、無期徒刑罪之虞，經命其停止航行而抗不遵從，為阻止其繼續行駛，巡防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得使

用何種器械？

刀或槍 手銬 警笛口哨 信號彈

8 海岸巡防機關人員執行職務使用器械致第三人受傷者，除支付醫療費外，並給與一次多少之慰撫金？

最高以新臺幣 10 萬元為限 最高以新臺幣 50 萬元為限

最高以新臺幣 150 萬元為限 最高以新臺幣 250 萬元為限

9 依海岸巡防機關配備器械種類規格表之規定，於「其他器械」增列之種類不包括下列何項？

防護型噴霧器 鎮暴槍 噴水器械 各式手槍

10 依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該條例所稱之器械，是由何機關訂定？

內政部 行政院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國防部

11 政府基於航行安全並避免我國海洋環境、資源受到污染或破壞，得要求無害通過之外國船舶遵守分道通航

制。請問分道通航制內容，由何機關訂定公告？

內政部 行政院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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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陸漁船進入我國臺灣灘海域進行抽砂，損害天然資源或破壞自然生態，依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

礁層法應如何處罰？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處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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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3,000 萬元以下罰金

13 依據外國船舶無害通過中華民國領海管理辦法，外國船舶通過我國領海海域發生海難事故，依規定停船

後，應通知當地何單位？

警察局 交通部航港局 縣政府 海巡署巡防區指揮部

14 外國軍用船舶欲通過我國領海時，應將船名及國籍、船型、編號、噸位、呼號等事項，由該國之駐華使領

館或代表機構，於抵達之前幾日，送達外交部轉知國防部？

 3  7  10  14

15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建造使用改變拆除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許可辦法之主管機關為何？

內政部 行政院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國防部

16 規劃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從事海洋科學研究，請問應向何機關申請？

內政部 行政院 海洋委員會 科技部

17 依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船舶在沿海 24 海里界內，或經追緝逃出界外，將貨物拋棄水中，以避免遭緝獲

者，管領人及行為人如何處罰？

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18 海關因緝私必要，得命船舶停駛，船長抗不遵辦，可處船長多少罰鍰？

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 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

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12 萬元以下 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

19 依懲治走私條例之規定，公務員或軍人包庇走私者，如何處分？

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處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50 萬元以下罰金

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20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之規定，為處理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

畫，再報請何機關核定？

行政院 海洋委員會 環境保護署 交通部

21 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內政部移民署得逕行強制出境，或限令其於

幾日內出境？逾限令出境期限仍未出境，得強制出境。

 5  7  10  30

22 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水域從事非法漁業行為，且該船隱蔽其船名並拒絕停船受檢，經主管

機關查證該船曾被扣留幾次以上紀錄者，得沒入之？

 2  3  5  10

23 海岸巡防機關依國家安全法之規定，對入出境之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得依其職權實施檢查，必要時得報

請行政院指定何機關命令所屬單位協助執行？

內政部移民署 海洋委員會 國防部 內政部警政署

24 韓國油輪通過我國領海時，為防止造成海洋污染，應遵守何法規或相關規定？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我國海洋污染防治法 韓國石油污染法

25 海巡人員在執行遠洋漁業巡護時，依「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魚類種群養護與管理公約」暨「遠洋漁業條

例」之相關規範，下列何者並非與我國相互執行公海登檢之國家？

紐西蘭 庫克群島 法國 阿根廷

26 依據海岸巡防法，其相關名詞之定義，下列何者錯誤？

我國海域包含大陸礁層上覆水域及其他依法令、條約、協定或國際法規定我國得行使管轄權之水域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亦為海岸巡防機關

臺灣地區係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海岸管制區係指由海洋委員會會同國防部、內政部根據海防實際需要，就臺灣地區海岸範圍內劃定公告

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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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依海岸巡防法及海洋委員會組織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隸屬於海巡機關？

南沙指揮部 北門查緝隊 烏坵守備大隊 第五岸巡隊

28 下列何者並非「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所規範之器械？

電擊棒 束帶 防護型噴霧器 防護型密錄器

29 有關行政院公告之領海基線中，「琉球嶼（T14）至七星岩（T15）」係採何種基線？

該二處均非公告之基點 正常基線 直線基線 混合基線

30 依海岸巡防法第 5 條規定，海巡人員為執行職務，必要時得進行身分查證及資料蒐集，其職權之行使及權

利救濟，有何規範？

除法規另有規定者外，準用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 章及第 3 章規定

除法規另有規定者外，準用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 章及第 4 章規定

除法規另有規定者外，準用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1 章及第 3 章規定

除法規另有規定者外，準用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2 章及第 4 章規定

31 我國籍漁船吃水深、航跡可疑、拒絕檢查，經海巡艇在海上追逐、強力登檢後始停船，試問該漁船拒檢之

行為應如何處罰？

現行法令雖無具體處罰規定，但可通報漁會予以停權

可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可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可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32 依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有關海巡人員執行職務使用器械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民眾持刀棍圍攻海巡單位時，得開槍制止之 使用槍械時一定要先對空鳴槍示警

一律應依規定穿著制服或勤務服 使用各類器械後必須即時報告直屬長官

33 海巡人員在外海登檢漁船時，於密艙查獲槍械乙批，其中 1 名女船員可能身藏槍械且拒檢，有危及海巡同

仁之虞，依海岸巡防法之規定，對於該女船員之搜身，下列何者正確？

應有海巡機關人員三人以上在場方得執行之

搜索婦女之身體，一律由女性海巡人員執行之

若無女性海巡人員執行，可由男性同仁為之，但應全程錄影存證

經在場其他人員見證下，即可由男性海巡人員執行搜身

34 我國籍漁船與某外國籍船舶，在我國鄰接區發生碰撞事件，下列何者錯誤？

我國具有管轄權

若有違犯我國相關法令之虞者，海巡艦艇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

船舶發生碰撞後，若未依規定停留，意圖脫免我國相關之刑事、行政及民事責任而逃逸者，海巡艦艇得

行使緊追權

若有違犯我國相關法令之虞者，應立即予以扣留、逮捕或留置

35 某外國學術研究機構欲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從事海洋科學研究，應於研究預定開始日期前多久，循程序申

請許可？

 2 個月  4 個月  6 個月  12 個月

36 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從事下列何種行為，應移送地方檢察署法辦？

未經許可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從事海洋科學研究者

未經許可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利用海水、海流、風力生產能源或其他相關活動者

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故意損害天然資源或破壞自然生態者

未經許可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從事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之建造、使用、改變或拆除者

37 海巡人員在執行安檢時，發現某漁船密艙內可能藏匿大麻種子一批，而船長則拒絕開啟密艙，海巡人員若

欲申請搜索票執行搜索，下列何者正確？

由岸巡隊、海巡隊或查緝隊隊長具名聲請搜索票，據以執行

由安檢所所長以上重要幹部具名聲請搜索票，據以執行

一律由各地區分署、偵防分署或艦隊分署之分署長層級人員具名聲請搜索票，據以執行

依懲治走私條例之規定，海巡人員得逕行破艙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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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某外國籍漁船在越南購買漁獲 8,000 公斤，並假藉進入我國維修之際走私入境，案經海巡人員查獲，其處

置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依懲治走私條例之規定，移送地方檢察署法辦 依懲治走私條例之規定，移送海關裁處

依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移送海關裁處 依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移送地方檢察署法辦

39 我國籍漁船在進港時，經海巡人員在密艙內查獲偽造美鈔 3,000 萬元，應如何處理？

依懲治走私條例之規定，移送地方檢察署法辦 依懲治走私條例之規定，移送海關裁處

依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移送海關裁處 依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移送地方檢察署法辦

40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期間，民眾出國時攜帶超量之管制輸出口罩或體溫計匿未申報，依海關

緝私條例規定裁處沒入並得處貨價幾倍之罰鍰？

 3  5  7  10

41 海關因緝私需要，對於武器、彈藥之使用，下列何者正確？

應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使用 應依海關緝私器械使用辦法之規定使用

應依海關緝私器械使用條例之規定使用 應依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之規定使用

42 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27 條之規定，以船舶私運貨物進口、出口、起岸或搬移者，下列何者正確？

處管領人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處管領人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運輸工具以載運走私物品為目的者沒入之

運輸工具以載運走私物品為目的者得吊扣船舶航行證照 1 年以下

43 排放廢污水於公告之自然生態保育區者，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之規定，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移送地方檢察署法辦 移送自然生態保育區之主管機關處罰

移送中央主管機關處罰 由緝獲之單位處罰

44 下列何種海洋污染行為，除了處以罰鍰外，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

大者，得命其停工？

實施海洋棄置或海上焚化作業，未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區域為之

船舶裝卸、載運油、化學品及其他可能造成海水污染之貨物，未採取適當防制排洩措施者

船舶之廢（污）水、油、廢棄物或其他污染物質，未依規定留存船上或排洩於岸上收受設施

海洋環境污染應由海洋污染行為人負責清除之，未依規定清除污染或清除時再度造成污染者

45 某大陸漁船噸位 150，未經許可進入澎湖外海 13 浬作業，經海巡艇扣留，下列裁罰何者正確？

處新臺幣 60 萬元以上 120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160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18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120 萬元以上 240 萬元以下罰鍰

46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為有效統合岸、海勤務，強化組織功能，提升勤務效能，於各地區共設幾個巡防區勤務

統合中心之勤務統合單位，負責勤務統合管制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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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有關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處罰，下列何者正確？

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者，處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金

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而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者，處 1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00 萬

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而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0 萬

元以下罰金

48 依據國家安全法規定，為確保海防及軍事設施安全，並維護山地治安，得由國防部會同何機關指定海岸、

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劃為管制區，並公告之？

內政部 行政院 外交部 海洋委員會

49 依據國家安全法之規定，對於國家安全之維護，下列何者正確？

應及於外國領域內網際空間及其實體空間 應及於我國領域內網際空間及其實體空間

應以我國領土主權為主，並兼顧網際空間 應以我國領土、領海及網際空間為主

50 我國籍漁船與某外國籍貨輪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發生碰撞，造成 1 名漁船船員死亡，本案之處置下列何

者正確？

該貨輪之人船均應立即押解至我國港口偵辦，所有船員均不准離境

應留置該貨輪之當值船員以釐清案情，貨輪應立即放行

我國具有管轄權，應通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

我國雖不具有管轄權，但應立即通報對方國家，依法究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