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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警 察 大 學 1 1 1 年 海 佐 班 第 6 期 ( 第 1 類 ) 

招 生 考 試 試 題 

科目：國際海洋法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 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 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 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 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每個國家對懸掛該國旗幟的船舶，應採取為保證海

上安全所必要的措施，下列哪一個項目並非公約所明文規定者？ 

 (A)船舶的構造、裝備和適航條件 

 (B)船舶引水制度 

 (C)信號的使用、通信的維持和碰撞的防止 

 (D)船舶的人員配備、船員的勞動條件和訓練 

2.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於軍艦的定義中，下列何者並非要素之一？ 

 (A)屬於一國之海軍  (B)辨別軍艦國籍的外部標誌     

 (C)正式委任  (D)有服從正規武裝部隊紀律 

3. 倘若軍艦在沿海國領海從事非無害通過的行為，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明文規

定，沿海國可以採取下列哪一個措施？ 

 (A)登臨與檢查  (B)要求其離開 (C)使用武力  (D)扣押 

4. 位於澎湖與臺灣間的澎湖水道，於我國公布基線後，其法律地位為何？ 

 (A)內水    (B)專屬經濟海域 (C)領海 (D)公海 

5.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國際海峽是由大陸與島嶼形成，在島嶼的外側有同

樣便利的航道，外國船舶在通過該海峽時，沿岸國所採行之制度，下列何者正確？ 

 (A)適用過境通行制度  (B)一般無害通過制度     

 (C)不得限制停止航行的無害通過制度 (D)不得停止之無害通過制度 

6. 下列哪一種基線無法讓沿海國判斷內水的範圍？ 

 (A)直線基線    (B)正常基線 

 (C)海灣的封口線 (D)群島國基線 

7.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外國軍艦通過沿海國領海時無故停船，有違反沿海

國之規定，經警告無效。沿海國得採取的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A)處以刑罰        (B)處以行政罰  

 (C)要求該軍艦立即離開 (D)向聯合國海事組織提出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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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沿海國在其專屬經濟區內的海床和底土的權利，係

依據公約中下列何一部分的規定主張之？ 

 (A)毗連區  (B)專屬經濟區  (C)大陸架  (D)區域 

9. 關於菲律賓要求聯合國相關組織判定中國在南海的「九段線」的歷史性權利主張無效，並做出

「南海仲裁案」公布仲裁結果的時間，下列何者正確？ 

 (A) 2015 年     (B) 2016 年 (C) 2017 年 (D) 2018 年 

10. 國際法院在「英挪漁業案」中表示「正常基線」是指下列何者？  

 (A)低潮線     (B)高潮線 (C)平均低潮線 (D)平均高潮線 

11.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若有沿海國的特殊情況為港口的泊船處（Roadstead）

是位於距基線 12 浬之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該泊船處視為連接基線之基點 (B)該泊船處視為領海  

(C)該泊船處視為鄰接區 (D)該泊船處視為專屬經濟區 

12.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設有「海底委員會」，其全稱應是下列何者？ 

 (A)聯合國各國管轄權範圍以外海洋床底和平利用委員會      

 (B)聯合國各國內水範圍以外海洋床底和平利用委員會 

 (C)聯合國各國領海範圍以外海洋床底和平利用委員會  

 (D)聯合國各國專屬經濟海域範圍以外海洋床底和平利用委員會 

13.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有國家主張正常基線且 12 浬領海，其進行程序，下

列何者正確？  

 (A)依該公約訂定原則自行決定基線位置，再公布標注海圖，最後將副本送交聯合國秘書長 

 (B)依該公約訂定原則自行決定基線位置，再交聯合國秘書長核准，最後公布標注海圖  

 (C)依據聯合國秘書長規劃草案，再行決定基線位置，公布標注海圖，副本送交聯合國秘書長 

 (D)聯合國海洋管理委員會將各國得主張之基線作成草案，各國依據該草案通過後，公布標注

海圖，副本送交聯合國秘書長 

14. 2014 年國際海洋法法庭的「維吉尼亞號案」中認定，在專屬經濟區內對漁船進行加油行為，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沿海國可主張管轄，屬於逃漏關稅  

 (B)沿海國可主張管轄，屬於捕魚相關行為 

 (C)沿海國不可主張管轄，屬於公海自由行為 

 (D)沿海國不可主張管轄，屬於專屬經濟區自由行為 

15. 依據《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登臨及檢查程序》規定，除非發現有重大違規證據外，執法船舶

應在多少時限內完成船舶檢查？ 

 (A) 2 小時     (B) 3 小時 (C) 4 小時 (D) 6 小時 

16.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於專屬經濟海域的規定中，將魚類種群區分為 7 大類型，針對

下列哪一種魚類種群的制度，承認魚源國享有主要利益和責任？ 

 (A)降河產卵魚類種群  (B)溯河產卵魚類種群       

 (C)跨界魚類種群 (D)海洋哺乳類 

17.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公約所架構的專屬經濟海域制度，其適用的空間地

理範圍不包括下列何者？ 

 (A)水體 (B)海床 (C)底土 (D)水體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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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國巡護船在中西太平洋漁業種群公約的海域中，發現中國大陸漁船有嚴重的違法捕魚行為，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逕行登檢查扣證據，移給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B)逕行登檢查扣證據，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漁業局  

 (C)逕行登檢查扣證據，依我國漁業法處罰之  

 (D)只能通報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19. 專屬經濟海域的部分制度，乃是適用公海者，從而公約有將部分公海制度明文規定於公約限制

下可以適用者，下列敘述的類型中，何者為之？ 

(A)鋪設海底電纜與管道的自由  (B)捕魚自由   

(C)海洋科學研究自由  (D)船旗國專屬管轄原則 

20.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開放給一些類型的國際法人格實體簽字，下列何者

並不屬於其開放範圍？ 

 (A)國家 (B)國際組織 (C)捕魚實體 (D)自治聯繫國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在對公海生物資源決定可捕量和制訂其他養護措施時，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19 條之規定，各國應考慮下列何等因素？ 

 (A)有關國家可得到的最可靠的科學證據 (B)捕撈方式 

 (C)種群的相互依存  (D)能夠生產最高持續產量的水平 

 (E)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要求 

22. 儘管國家在公海享有自由，然而國際法對於此等自由的限制，有其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在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亦有其明文規定者，其範圍包括下列何者？ 

 (A)適當顧及原則   (B)公海限於和平原則 

 (C)誠意原則     (D)禁止權利濫用原則 

 (E)其他國際法原則 

23. 在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有所謂的「冰封地區」，該地區的構成要件為何？ 

 (A)必須在沿海國專屬經濟海域   (B)特別嚴寒氣候和一年中大部分時候冰封的情形 

 (C)對航行造成障礙或特別危險        (D)冰封地區包括領海 

 (E)冰封地區是為以防止、減少和控制船舶對此區域的海洋污染而生 

24.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下列哪些行為屬於海洋環境的污染？ 

 (A)將使用過後、不具核放射性的冷卻反應爐用的熱水排入沿海   

 (B)將船舶壓艙水內的外來物種生物排放至某一國家的河口灣 

 (C)公海上大型流刺網的隨意棄置  

 (D)在海上的原油外洩 

 (E)工廠將多氯聯苯化合物排入港口 

25. 在專屬經濟區內捕魚的其他國家之國民，應遵守沿海國的法律和規章中所制訂的養護措施，與

其他條款和條件，而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這種規章應涉及下列哪些內容？ 

 (A)決定可捕魚種，和確定漁獲量的限額 

 (B)確定可捕魚類，和其他魚種的年齡和大小 

 (C)對於地理不利國的補償           

 (D)船隻在沿海國港口卸下漁獲量的全部或任何部分 

 (E)在沿海國授權和控制下進行特定漁業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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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沿海國對於下列哪些關於無害通過的事項，享有規

範管轄權？ 

 (A)航行安全及海上交通管理   (B)海洋科學研究和水文測量 

 (C)養護海洋生物資源            (D)干擾沿海國任何通訊系統 

 (E)任何種類的武器進行任何操練或演習 

27.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用語有特別定義者，包括下列何者？ 

 (A)閉海或半閉海  (B)內陸國 

 (C)海洋環境的污染  (D)海洋科學研究 

 (E)無害通過 

28.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鄰接區的管轄權實施內容，包括下列何者？ 

 (A)海關  (B)安全 

 (C)財政 (D)移民 

 (E)衛生 

29.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後，聯合國再行通過針對執行該公約而訂定「執行協

定」者，下列何者屬之？  

 (A)深海床之協定 (B)科學研究之協定 

 (C)環境保護之協定                (D)養護和管理漁群之協定 

 (E)航行安全之協定 

30.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外國船舶在沿海國領海實施無害通過時，在該公約

條文中「明文」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潛水艇應浮出水面   

 (B)核動力船舶應持有國際協定之相關證書 

 (C)載運有害物質船舶應持有國際協定之相關證書 

 (D)為保護沿海國，外國軍艦通過應先行取得許可 

 (E)商船接受沿海國提供特別服務時，得被徵收相當費用 

31.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規定的附件，下列何者屬之？ 

 (A)高度洄游魚類  (B)海底電纜舖設條件 

 (C)海洋科學研究條件 (D)國際海洋法庭規約 

 (E)國際組織的參加 

32.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沿海國可發起「緊追權」的水域，下列何者屬之？    

 (A)內水   (B)領海 

 (C)鄰接區                           (D)專屬經濟區 

 (E)大陸架 

33.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外國船舶在沿海國非海峽水域欲實施「Right of Innocent 

Passage」，下列水域何者屬之？ 

 (A)正常基線向陸一側水域   (B)直線基線圍成之內水 

 (C)領海 (D)毗連區 

 (E)專屬經濟區 

34.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執法船舶在公海上有合理根據下，下列哪些情況得

主動對不具豁免權之外國船舶實施登臨？ 

 (A)非法販運麻醉藥品 (B)非法廣播  

   (C)海盜行為   (D)碰撞肇事逃逸 

 (E)沒有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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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針對污染海洋的污染源規範之分類，下列何者屬之？  

 (A)來自陸源的污染    (B)來自海底活動的污染 

 (C)來自船舶的污染                    (D)來自科學研究的污染 

 (E)來自大氣或通過大氣的污染 

36. 專屬經濟海域制度的發展過程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專屬經濟海域制度的發展與美國杜魯門總統於 1945 年的宣言有關   

 (B) 1945 年秘魯等國家認為對 200 海里內的水域享有國家主權 

 (C)與各國在 1958 年後的專屬魚區制度有關  

 (D)專屬經濟區之用語的提出者為拉丁美洲國家 

 (E) 1985 年國際法院正式在「利比亞/馬爾他大陸架案」中，承認專屬經濟海域已為習慣國際法 

37. 我國並非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倘若我國認為公約具有拘束力，就國際法

而言，可能基於下列何種理由？ 

 (A)公約規範的部分條文本身為習慣國際法 (B)我國單方明文承認公約的效力且自願遵守 

 (C)該公約的位階高過於國內法 (D)公約規範的部分條文本身在創造習慣國際法 

 (E)該公約乃特殊的條約，無需締約亦發生效力 

38.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海洋科學研究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所有國家都有從事海洋科學研究的權利，且應限於和平之目的     

 (B)欲在沿海國之領海進行海洋科學研究，應在研究預定開始 6 個月前提出申請 

 (C)欲在沿海國之專屬經濟區進行海洋科學研究，應在研究預定開始 6 個月前提出申請 

 (D)在沿海國領海或專屬經濟區內進行科學研究，在申請提出 4 個月後，如未有反對意見，即

視為同意 

 (E)公約第十三部分的規定範疇包括進行海洋考古 

39. 關於「人工島嶼（Artificial Islands）」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1958 年《大陸礁層公約》規定，其不具有島嶼之地位，本身並無領海，亦不影響沿海國領

海界線之劃定    

 (B)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其不應視為永久海港工程 

 (C)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其可作為劃定領海的基線之基點 

 (D)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其可主張領海 

 (E)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其可主張專屬經濟海域 

40. 沿海國如有河流注入海洋，則河口（Mouth of River）基線的劃定，下列何者正確？ 

 (A)若該河流是注入海灣，則其基線主張應依據海灣之相關規定    

 (B)若直接注入海洋，依據 1958 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河口之領海基線應是一條在兩岸低

潮線上兩點之間橫越河口之直線 

 (C)若直接注入海洋，依據 1958 年《領海及鄰接區公約》，河口之領海基線應是一條在兩岸高

潮線上兩點之間橫越河口之直線  

 (D)若直接注入海洋，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河口之領海基線應是一條在兩岸低

潮線上兩點之間橫越河口之直線 

 (E)若直接注入海洋，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河口之領海基線應是一條在兩岸高

潮線上兩點之間橫越河口之直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