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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行中船長進入駕駛臺，當值人員應承擔之責任為何？ 
 換由船長指揮，當值人員不負航行當值之責任  
由船長與當值人員共同負責航行當值之責任 
船長若欲從當值人員掌握航行當值控制權，須有明確指令 
船長適時在駕駛臺發令，惟仍由當值人員負航行當值之責任 

2 有關航行在強流狹窄或彎曲水道中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航行中船舶應避讓錨泊中的船舶 順流船應讓頂流船通過危險區 
沒有他船仍應加強瞭望  要注意岸吸及岸推力作用 

3 有關在航行中使用自動舵系統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為避免當值航行員為兼顧操舵而中斷瞭望發生危險，不需要及早命舵工轉換手操舵，僅需要在緊急情

況下轉換即可 
自動舵系統，僅在安全與實際可行時，方得使用 
使用自動舵系統，在水域交通擁擠、能見度降低或其他危險，應備便舵工，俾利隨時轉換為手操舵 
自動舵與手操舵的互換，需要在當值航行員監視下為之 

4 負責當值之航行員在當值時，下列何者情況不需立即向船長報告？ 
對海上交通情況或他船之動態發生疑慮時 如預期看到陸地或航行標識時 
難以維持航向時  任何主要之航行設備、警報或指示器發生故障時 

5 下列何者並非船長為連續保持適當瞭望所應考慮的因素？ 
船舶之隔艙及指揮位置之視界 駕駛臺儀器及控制器包括警報系統之操作狀況 
在需要時要能立即傳喚至駕駛臺協助之可能性 舵及螺槳之控制，以及船舶操縱特性 

6 有關夜間航行當值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夜間航行，應按夜令簿（Night Order Book）當值  
夜間航行，應開航行燈 
夜間航行，應加強當值人力與瞭望  
夜間航行，應嚴禁有燈光外露 

7 下列何者並非在海上航行中電羅經故障，負責當值時的應變措施？ 
通知機艙  注意其他相關航儀  
使用手操舵，並以磁羅經替代 應遠離他船 

8 下列何者並非航行海上，面臨碰撞危機時之應變措施？ 
鳴放音響信號  運轉船舶以減少受損程度 
開甲板燈  關閉水密門及自動防火門 

9 一般當值時間的訂定係由何者安排？ 
公司船務部規定  按一般慣例安排  
視航程需要相互協調訂定 船長 

10 下列有關航行當值的敘述何者正確？ 
不論任何情況，都必須要按已排定的當值編組部署執行 
駕駛臺在錨泊之時間內，可以置於無人守值 
船副及大副的當值，都是代表船長當值 
駕駛臺當值人員不包括船長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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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關負責航行當值航行員，在海上操作雷達設備的相關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隨時利用雷達，以預知碰撞危機 
交通繁忙的水域，並無雷達使用的條件限制 
使用雷達除選擇適當之距離圈，並作運動測繪圖 
為要儘早獲得小型或微弱之目標回跡，應隨時改變距離圈的距離 

12 在駕駛臺上，航行員記錄進出港、移泊、使用主機狀況及各項航行設備測試等的紀錄簿，其名稱為何？ 
俥鐘紀錄簿 航海日誌 錨泊日誌 舵工當值紀錄簿 

13 下列何者並非引起走錨的主要原因？ 
錨鏈太長 拋錨方式不對 海床底質差 風浪過大 

14 在霧中錨泊，應多久鳴放霧號或敲鑼 1次，且不可與其他船舶在同一時間施放？ 
 5分鐘  3分鐘  2分鐘  1分鐘 

15 在錨地等待領港時，有關領港梯的準備，下列何者錯誤？ 
須在領港船到達船邊再將領港梯放下 須檢查所放下的領港梯的牢固 
須在領港梯旁放置救生圈 夜間須在領港梯旁安裝照明燈 

16 統計上，下列何者為發生船舶海難的最主要因素？ 
氣象與海象因素  船體與機械或航儀設備因素 
人為疏失因素  公司管理因素 

17 下列何者並非駕駛臺當值所應考慮的因素？ 
船上是否裝設自動操舵裝置 
是否需要執行無線電職責 
由於特殊的操作環境可能造成航行當值之任何不尋常要求 
靠碼頭時考量人力不足，可暫時以舷梯當值代替駕駛臺值守 

18 下列何者為航行當值交接班時應等候完成，再行接班之事項？ 
船舶在狹窄海域執行轉向時 船舶將接近航行危險區域時 
天氣情況、海況逐漸轉壞時 由手操舵改為自動舵時 

19 下列何者並非在航行當值之編組上，所必須考慮船上實際之作業條件？ 
海上交通擁擠的程度  航程距離的遠近 
天候、海況不佳等狀況  國際公約規定之當值時間與準則 

20 下列何者並非船長夜令簿（Night Order Book）一般所記載的內容？ 
呼喚船長的時間 開航行燈的時間 轉向時應注意事項 如有目標應測定船位 

21 下列何者並非接班航行員在接班前應親自確認並掌握的情況？ 
船舶預估船位或真船位  預定的航跡、航向與航速 
機艙無人當值時的控制  海圖的大修正 

22 在航行中有關標準磁羅經誤差、自動操舵與人工手舵切換兩項之定時檢查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每一班內至少校正磁羅經與試驗切換舵各 1次  
每一班內至少校正磁羅經與試驗切換舵各 2次 
 每一班內至少校正磁羅經與試驗切換舵各 4次  
磁羅經之校正與切換舵之試驗，不需要定時之檢查 

23 當兩船在能見度不良的水域中相互看見時，應： 
中斷鳴放能見度不良時使用的聲號 
如採取避讓行動，應停止霧號的鳴放，而按章鳴放互見中的行動聲號 
在鳴放霧號的同時，正確地鳴放互見中的行動聲號 
不應鳴放任何聲號，而顯示操縱信號燈表明行動意圖 

24 「國際海上避碰規則」適用的船舶是指： 
在公海上的一切船舶 
在公海以及連接公海而可供海船航行的一切水域中的在航船舶和錨泊船 
除內河船舶之外的任何船舶 
在公海以及連接公海可供海船航行的一切水域中的一切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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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間在能見度不良水域航行時，負責航行當值之航行員除通知機艙備俥、通知船長上駕駛臺並開雷達、

VHF外，應： 
顯示航行燈及施放霧號  顯示甲板燈及航行燈 
施放霧號但不需開任何號燈 顯示運轉能力受限制之號燈 

26 當船長發現負責當值的航行員處於明顯疲勞之狀態時，應： 
讓其繼續負責當值，無需進行另外安排 加派 1名舵工當值 
安排精力充沛之其他航行員當值 鼓勵其多喝咖啡或茶 

27 為保證安全當值，保證船舶的安全航行，船長應： 
任何時候親自在駕駛臺指揮 
必要時應親自到駕駛臺當值 
發現負責當值的高級船員有疲勞的症狀，應親自在駕駛臺監督 
發現負責當值的高級船員有疲勞的症狀，難以保證安全當值時，應親自在駕駛臺監督 

28 航行當值航行員在下列什麼情況下不得接班？ 
接班者在夜間視力不能適應時 惡劣天氣可能造成損害時 
維持航向發生困難時  預計到能見度不良 

29 在有引水人在引航船舶時，對船舶安全承擔義務的人員是下列何者？ 
船長  引水人  
船長和引水人以及當值航行員 船長和引水人 

30 有關航行員當值交接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接班航行員在其視力未完全調節到適應光線條件以前，不應接班 
接班航行員在接班前，應對本船的實際船位進行核實，無須考慮推算船位 
接班航行員應確信本班人員完全能履行各自的職責，特別是夜視能力的適應性 
當值航行員如果有理由認為接班航行員顯然不能有效地履行其職責時，應立即向船長報告 

31 有關航行員在航行當值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應切實執行船長規定的航線、航向、風流壓差、主機轉速及各種航行指示 
當值航行員在任何情況下，未經船長許可，不得改變航向或（和）主機轉速 
自動操舵與手動操舵之間的變換應由負責船副親手或在其監督之下進行 
若只有航行員 1人當值兼任瞭望，因而不能分身瞭望時，應立刻召喚人員協助 

32 聯合國國際海事組織在關於避免酒精和藥物濫用指南（IMO guidance on Prevention of Drug and Alcohol 
abuse）中，建議各國制定法規，規範當值人員於當值前多少時間內不得飲酒？ 
 1小時  2小時  4小時  6小時 

33 船舶定線措施基本要素中，符號      表示： 
已制定之航行船流方向  建議之航行船流方向 
建議航線  建議航道 

34 關於氣象導航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氣象導航機構所推薦的航線是諮詢性質的 推薦航線上一定風平浪靜 
氣象導航機構對熱帶氣旋的預報僅供參考 船上需裝備現代化定位及通訊設備 

35 負責當值之船員在 24小時內，至少應有多少休息時間？ 
 4小時  6小時  8小時  10小時 

36 「國際海上避碰規則」中，「瞭望」條款的適用範圍是： 
夜間，一切船舶  能見度不良時的一切船舶 
能見度良好時的任何船舶 任何能見度情況下的每一船舶 

37 在狹窄水道內，當被追越船對他船是否能安全追越有懷疑時，應鳴放： 
一長聲  一長一短一長一短的聲號 
至少五聲短而急的聲號  不必鳴放任何聲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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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為避免碰撞，或容許有更多時間以研判當前情勢，船舶應： 
採取大幅度轉向  使用安全航速 
運用良好船藝  減速、停俥或倒俥以制止船舶前進 

39 「國際海上避碰規則」中，「安全航速」是指： 
備俥、並以緩慢的速度行駛  
與他船致有構成碰撞危險時，採用微速前進 
只要來得及採取行動，不致於最後發生碰撞的速度 
允許有充分時間，以便能採取適當而有效的行動（包括把船停住）以避免碰撞的速度 

40 一般而論，影響船舶航行的海上惡劣環境應包括風、浪、霧、冰與海流等，但其中以何者的影響最為顯

著？ 
風與浪 浪與霧 冰與海流 風與海流 

41 船長未滿多少公尺之船舶，其左右舷燈可合併於 1盞燈內而裝置於船舶縱向中心線上。 
 7  12  20  24 

42 有關「航海人員訓練、發證及當值標準（STCW）」章程，A篇，第 VIII－「當值標準」，對「航行當值

應遵守之原則」之規定，下列何項之敘述是最符合其規定？ 
應遵照「國際海上避碰規則」第 6條之規定，隨時保持瞭望 
瞭望者與舵工之職責係屬分開，但小型船舶例外 
負責當值之航行員，在法定情況下得單獨瞭望 
當值航行員將換班時，船舶正在操縱，以避免發生危險，接班航行員應等該行動完成後，再行接班 

43 「國際海上避碰規則」第 15條「交叉相遇情況」，條文內容如下：兩動力船舶交叉相遇，而含有碰撞危

機時，見他船在其右舷者，應避讓他船。如環境許可，應避免橫越他船船首。此規則在英美法系國家之

法庭稱為： 
優良船藝規則（The Good Seamanship Rule） 紅燈原則（Red Light Rule） 
左手優先規則（The Port Hand Rule） 右手優先原則（The Starboard Hand Rule） 

44 「國際海上避碰規則」第 6條「安全航速」，下列何者之敘述是違反其規定 ? 
各船必須顧及航行安全及碰撞危機之存在，經常以安全速度航行 
性能佳的貨櫃船於大雷雨中，不須考慮用安全速度航行 
雷達兩部，且性能、效率均佳的船舶，安全速度較高 
巨型船舶，其運轉能力較為困難，在狹窄水道航行時，其安全速度必須降低 

45 某輪白天於最易見處，顯示球型號標 3個於一垂直線上，試問該輪之情況為下列何者？ 
從事拖曳工作 操縱失靈 受吃水限制 擱淺 

46 當值航行員見右舷航行之動力船舶，除顯示船桅燈、舷燈外，尚加掛紅色環照燈 3 盞於一垂直線上。此
動力船舶為下列何者？ 
受吃水限制 從事潛水作業 從事拖網捕魚 從事推頂 

47 甲輪於港外等候通知進港，發現出港之乙輪突然懸掛通信旗號「D」，其意義為何？ 
我希望和你通訊  我發生故障，請和我聯繫 
我操縱困難，請避讓  我正在開倒俥 

48 甲輪航行時，發現乙輪懸掛通信旗號「V」，其意義為何？ 
我需要援助 我需要醫療援助 本船有人落水 你將陷於危險 

49 航行當值中，發現某船發出摩斯符號（AA AA AA .....）之燈號，其意義下列何者錯誤？ 
特別之呼叫信號  呼叫不知名臺 
希望與視覺通信距離內所有通信臺通信 希望與不知識別信號之通信臺通信 

50 航行當值中，發現某船發送摩斯符號「K」之燈號，其意義為何？ 
本船擬與貴船通信  貴船之識別信號為何 
貴船之船名為何  本船是拖網漁船，在作業中請避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