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二、營業用/海事法規： 

題

號 

修正情形： 說明 

15 修正：（D）小船搭載乘客超過定額者，依船舶法第 90 條規定，

處小船所有人或小船駕駛人新台幣___________罰鍰。(A)3,000～

10,000 元(B)5,000～20,000 元(C)7,000～30,000 元(D)15,000

～150,000 元。 

原答案錯誤 

原題：（D）小船搭載乘客超過定額者，依船舶法第 90 條規定，

處小船所有人或小船駕駛人新台幣___________罰鍰。(A)3,000～

10,000 元(B)5,000～20,000 元(C)7,000～30,000 元(D)3,000～

30,000 元 

47 

修正：（C）小船設備基準表規定有關高空降落傘信號在高空 150

公尺以上，星光度至少 10,000 燭光以上之，燃燒時間至少需

要?(A)20 秒(B)25 秒(C)30 秒(D)35 秒 

1.原答案選

項錯誤 

2.修正題幹

文字 
原題：（D）小船設備標準表內有關高空降落傘信號在高空 150

公尺以上，星光度至少 10,000 燭光以上之，燃燒時間至少需

要?(A)20 秒(B)25 秒(C)30 秒(D)35 秒 

63 

修正：（B）總噸位 5 以上未滿 20 之動力小船上最少應配置(A)

駕駛一人(B)駕駛及助手各一人(C)駕駛及助手各二人(D)駕駛一

人及助手二人 

修正題幹文

字 

原題：（B）總噸位 5 以上 20 以下之動力小船上最少應配置(A)

駕駛一人(B)駕駛及助手各一人(C)駕駛及助手各二人(D)駕駛一

人及助手二人 

營業用/避碰規則： 

題

號 

修正情形： 說明 

141 修正：（B）從事清除水雷作業之船舶，除應顯示在航行中或在

錨泊船舶規定之適當號燈外，長度在 12 公尺以上另應加環照下

列何種顏色號燈三盞？其中一盞應顯示於前桅頂附近，其他二盞

應於其前桅橫椼兩端各顯示一盞。此號燈係明示他船在接近清除

水雷船 1000 公尺內，有航行危險。(A)紅(B)綠(C)白(D)黃 

原答案選項

錯誤 

 

原題：（C）從事清除水雷作業之船舶，除應顯示在航行中或在

錨泊船舶規定之適當號燈外，長度在 12 公尺以上另應加環照下

列何種顏色號燈三盞？其中一盞應顯示於前桅頂附近，其他二盞

應於其前桅橫椼兩端各顯示一盞。此號燈係明示他船在接近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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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雷船 1000 公尺內，有航行危險。(A)紅(B)綠(C)白(D)黃 

營業用/航海常識： 

題號 修正情形： 說明 

30 修正：（D）本船磁羅經之航向 100°，羅經自差為 3°E，當地磁差

5°W，則本船之真航向為為若干？(A)100°(B)105°(C)102°(D)098°。 

原答案選項

錯誤 

原題：（A）本船磁羅經之航向 100°，羅經自差為 3°E， 

當地磁差 5°W，則本船之真航向為為若干？

(A)100°(B)105°(C)102°(D)098°。 

31 

 

修正：（C）依本船磁羅經之航向 210°，羅經自差為 6°W，當地磁

差 2°W，則本船之真航向為為若干？(A)218°(B)210°(C)202°(D)212° 

原答案選項

錯誤 

原題：（A）本船磁羅經之航向 210°，羅經自差為 6°W，當地磁差

2°W，則本船之真航向為為若干？(A)218°(B)210°(C)202°(D)212° 

65 
修正：（D）海圖圖例之「 」其意義為為下列何者？

(A)碎浪(B)險惡區(C)障礙物，深度不詳(D)漁柵 

原答案錯誤 

原題：（D）海圖圖例之「 」其意義為為下列何者？

(A)碎浪(B)險惡區(C)障礙物，深度不詳(D)礙航沉船 

79 修正：（C）我國浮標制度本船由外海進港口時，表示航道左側之

浮標顏色為下列何者？(A)白(B)黑(C)綠(D)紅 

原答案選項

錯誤 

原題：(B)我國浮標制度本船由外海進港口時，表示航道左側之浮

標顏色為下列何者？(A)白(B)黑(C)綠(D)紅 

 

營業用/船機常識： 

題

號 

修正情形： 說明 

44 修正：（A）對於引擎內滑油之量測與品質檢查，下列敘述何者

有誤？(A)引擎熄火後，馬上檢查滑油高度較為準確(B)滑油高度

位於“L”到“H”之刻度間為正常(C)滑油呈乳白色狀表示滲有

冷卻水(D)滑油黏度變稀，滑油量增加，則表示不正常 

題幹修正 

 

原題：（A）對於引擎內滑油之量測與品質檢查，下列敘述何者

有誤差？(A)引擎熄火後，馬上檢查滑油高度較為準確(B)滑油高

度位於“L”到“H”之刻度間為正常(C)滑油呈乳白色狀表示滲

有冷卻水(D)滑油黏度變稀，滑油量增加，則表示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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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修正：（D）下列何者不是發現滑油溫度過高時的處理方法？(A)

增加冷卻水量降低潤滑油溫度(B)減速航行(C)增加潤滑油流量

(D)開啟部份蓋板以利散熱 

修正選項文

字 

原題：（D）下列何者不是發現滑油溫度過高時的處理方法？(A)

增加冷卻水量降低潤油溫度(B)減速航行(C)增加潤滑油流量(D)

開啟部份蓋板以利散熱 

61 修正：（C）啟動小船之船機時，不需檢查下列哪一項工作? (A)

滑油壓力 (B)冷卻水溫度(C)船體顏色 (D)排氣溫度 

試題翻新 

原題：（B）冷卻水的失壓，如為泵吸入空氣，應如何處理？(A)

拆開泵吸入端壓力表接頭排氣(B)開啟泵最高點考克排氣(C)拆開

泵出口壓力表接頭排氣(D)以上三個地方一起操作排氣 

160 

修正：（C）航行中，操作小艇之人員應有下列何種觀念? 

 (A)可不顧及船機性能任意加減速 (B)可隨時急遽增加船機負荷 

(C)應熟知船機性能，並在規定範圍內操作 (D)過度增加船機負荷

可維持船機壽命 

試題翻新 

原題：（D）下述四衝程柴油機氣缸蓋功用中，下列選項何者錯

誤？(A)與氣缸套、活塞構成燃燒室空間(B)安裝噴油器、安全閥

等附件(C)組成進、排氣通道(D)支承氣缸套等 

169 修正：（D）開航前，船機上之安全閥若發現有損毀時，應如何

處理? 

 (A)不需理會，安全閥可有可無 (B)立即拆卸下來，繼續航行準

備工作 (C)隨意更換任何型式安全閥，繼續航行 (D)應立即修理

或更換，直到安全無虞後航行 

試題翻新 

原題：（D）當熱能和機械能發生轉變時，能獲得最大可用功的

過程為下列何種過程？(A)準靜態過程(B)平衡過程(C)等壓過程

(D)可逆過程 

170 修正：（A）若發現滑油不足時，應該如何處理? (A)應立即補充

同性質廠牌滑油 (B)不需理會 (C)若無同廠牌滑油可隨意添加

其他液體(如:水、硫酸等)代替滑油 (D)滑油不會損耗，無此問

題。 

試題翻新 

原題：（B）理想氣體的何種過程其比容是增加的？(A)絕熱壓縮

(B)絕熱膨脹(C)定溫放熱(D)定壓放熱 

172 
修正：（A）如小船之冷卻水溫過高，最有可能原因有? 

(A)冷卻水量不足 (B)不需理會 (C) 冷卻水量過多 (D)滑油過多 

試題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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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C）下列何者為船機性能故障徵兆？(A)敲缸聲(B)冒白煙

(C)起動困難(D)漏油 

200 修正：（B）如發現船機於航行中，突然排氣溫度過高，應如何

處理? 

 (A)應屬正常現象，不需理會 (B)降低船速，開始檢查 (C)檢查

蓄電池裝置 (D)檢查艙底水位 

試題翻新 

 

原題：（B）柴油機汽缸套產生空蝕的部位為下列何者?(A)內圓表

面(B)外圓表面(C)端面(D)外部凸緣 

201 修正：（C）小船航行中，如發現船速突然增加，應如何處理? 

 (A)檢查蓄電池裝置 (B)檢查艙底水位 (C)檢查燃油裝置 (D)不

需理會 

試題翻新 

 

原題：（C）柴油機汽缸套產生空蝕的部位是外圓表面的哪一部

分?(A)左側(B)右側(C)左右側(D)前後側 

211 修正：（C）開航前，下列何者是合格操作小船人員應具備之知

識? (A)應首要注重船型美觀 (B)小船很安全，不需檢查 (C)檢查

小船內一切系統，直到安全無虞後航行 (D)小船可以於任何惡劣

情況下航行，也不會有安全之虞 

試題翻新 

 

原題：（C）柴油機汽缸套的磨耗值限制在下列何種範圍

內?(A)0.1-0.4%D(B)0.2-0.6%D(C)0.4-0.8%D(D)0.5-1.0%D 

營業用/氣(海)象常識： 

題

號 

修正情形： 說明 

46 修正：（C）下列何者為臺灣東北部沿海的基隆之潮汐型態？(A)

全日潮(B)半日潮(C)混合潮(D)滯日潮 

1. 原答案 

選項錯

誤修正

題幹 

2. 修正題

幹 

原題：（C）下列何者為台灣北部區域海岸之潮汐型態？(A)全日

潮(B)半日潮(C)混合潮(D)滯日潮 

55 

修正：（B）依據白貝羅(Buys Ballot)定律，在北半球當您背風而

立時，颱風低壓中心在您的何方？(A)右手邊(B)左手邊(C)正前

方(D)正後方 

原答案選項

錯誤 

原題：（D）依據白貝羅(Buys Ballot)定律，在北半球當您背風而

立時，颱風低壓中心在您的何方？(A)右手邊(B)左手邊(C)正前

方(D)正後方 

營業用/船藝與操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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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修正情形： 說明 

68 修正：（B）船用繩結可運用於繫泊 、 固定 、救生 、拖帶等

各種用途，故應熟練打法並靈活運用，其原則下列何者為非？

(A)簡單(B)複雜(C)快捷(D)牢固 

題目換新 

原題：（B）請問繩索的尺寸度量方法(公制)通常是，採用下列何

種方式計算？(A)圓周(B)直徑(C)半徑(D)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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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等遊艇/海事法規： 

題

號 

修正情形： 說明 

15 修正：（D）小船搭載乘客超過定額者，依船舶法第 90 條規定，

處小船所有人或小船駕駛人新台幣___________罰鍰。(A)3,000～

10,000 元(B)5,000～20,000 元(C)7,000～30,000 元(D)15,000

～150,000 元。 

原答案錯誤 

原題：（D）小船搭載乘客超過定額者，依船舶法第 90 條規定，

處小船所有人或小船駕駛人新台幣___________罰鍰。(A)3,000～

10,000 元(B)5,000～20,000 元(C)7,000～30,000 元(D)3,000～

30,000 元 

47 

修正：（C）小船設備基準表規定有關高空降落傘信號在高空 150

公尺以上，星光度至少 10,000 燭光以上之，燃燒時間至少需

要?(A)20 秒(B)25 秒(C)30 秒(D)35 秒 

1.原答案選

項錯誤 

2.修正題幹

文字 
原題：（D）小船設備標準表內有關高空降落傘信號在高空 150

公尺以上，星光度至少 10,000 燭光以上之，燃燒時間至少需

要?(A)20 秒(B)25 秒(C)30 秒(D)35 秒 

63 

修正：（B）總噸位 5 以上未滿 20 之動力小船上最少應配置(A)

駕駛一人(B)駕駛及助手各一人(C)駕駛及助手各二人(D)駕駛一

人及助手二人 

修正題幹文

字 

原題：（B）總噸位 5 以上 20 以下之動力小船上最少應配置(A)

駕駛一人(B)駕駛及助手各一人(C)駕駛及助手各二人(D)駕駛一

人及助手二人 

二等遊艇/避碰規則： 

題

號 

修正情形： 說明 

141 修正：（B）從事清除水雷作業之船舶，除應顯示在航行中或在

錨泊船舶規定之適當號燈外，長度在 12 公尺以上另應加環照下

列何種顏色號燈三盞？其中一盞應顯示於前桅頂附近，其他二盞

應於其前桅橫椼兩端各顯示一盞。此號燈係明示他船在接近清除

水雷船 1000 公尺內，有航行危險。(A)紅(B)綠(C)白(D)黃 

原答案選項

錯誤 

原題：（C）從事清除水雷作業之船舶，除應顯示在航行中或在

錨泊船舶規定之適當號燈外，長度在 12 公尺以上另應加環照下

列何種顏色號燈三盞？其中一盞應顯示於前桅頂附近，其他二盞



10 
 

應於其前桅橫椼兩端各顯示一盞。此號燈係明示他船在接近清除

水雷船 1000 公尺內，有航行危險。(A)紅(B)綠(C)白(D)黃 

二等遊艇/航海常識： 

題

號 

修正情形： 說明 

30 修正：（D）本船磁羅經之航向 100°，羅經自差為 3°E，當地磁

差 5°W，則本船之真航向為為若干？

(A)100°(B)105°(C)102°(D)098°。 

原答案選項

錯誤 

原題：（A）本船磁羅經之航向 100°，羅經自差為 3°E， 

當地磁差 5°W，則本船之真航向為為若干？

(A)100°(B)105°(C)102°(D)098°。 

31 修正：（C）依本船磁羅經之航向 210°，羅經自差為 6°W，當地

磁差 2°W，則本船之真航向為為若干？

(A)218°(B)210°(C)202°(D)212° 

原答案選項

錯誤 

原題：（A）本船磁羅經之航向 210°，羅經自差為 6°W，當地磁

差 2°W，則本船之真航向為為若干？

(A)218°(B)210°(C)202°(D)212° 

65 

修正：（D）海圖圖例之「 」其意義為為下列何者？

(A)碎浪(B)險惡區(C)障礙物，深度不詳(D)漁柵 
原答案錯誤 

原題：（D）海圖圖例之「 」其意義為為下列何者？

(A)碎浪(B)險惡區(C)障礙物，深度不詳(D)礙航沉船 

79 

修正：（C）我國浮標制度本船由外海進港口時，表示航道左側

之浮標顏色為下列何者？(A)白(B)黑(C)綠(D)紅 原答案選項

錯誤 原題：(B)我國浮標制度本船由外海進港口時，表示航道左側之

浮標顏色為下列何者？(A)白(B)黑(C)綠(D)紅 

二等遊艇/船機常識： 

題

號 

修正情形： 說明 

44 修正：（A）對於引擎內滑油之量測與品質檢查，下列敘述何者

有誤？(A)引擎熄火後，馬上檢查滑油高度較為準確(B)滑油高度

位於“L”到“H”之刻度間為正常(C)滑油呈乳白色狀表示滲有

冷卻水(D)滑油黏度變稀，滑油量增加，則表示不正常 

題幹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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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A）對於引擎內滑油之量測與品質檢查，下列敘述何者

有誤差？(A)引擎熄火後，馬上檢查滑油高度較為準確(B)滑油高

度位於“L”到“H”之刻度間為正常(C)滑油呈乳白色狀表示滲

有冷卻水(D)滑油黏度變稀，滑油量增加，則表示不正常 

52 修正：（D）下列何者不是發現滑油溫度過高時的處理方法？(A)

增加冷卻水量降低潤滑油溫度(B)減速航行(C)增加潤滑油流量

(D)開啟部份蓋板以利散熱 

修正選項文

字 

原題：（D）下列何者不是發現滑油溫度過高時的處理方法？(A)

增加冷卻水量降低潤油溫度(B)減速航行(C)增加潤滑油流量(D)

開啟部份蓋板以利散熱 

61 修正：（C）啟動小船之船機時，不需檢查下列哪一項工作? (A)

滑油壓力 (B)冷卻水溫度(C)船體顏色 (D)排氣溫度 

試題翻新 

原題：（B）冷卻水的失壓，如為泵吸入空氣，應如何處理？(A)

拆開泵吸入端壓力表接頭排氣(B)開啟泵最高點考克排氣(C)拆開

泵出口壓力表接頭排氣(D)以上三個地方一起操作排氣 

160 

修正：（C）航行中，操作小艇之人員應有下列何種觀念? 

 (A)可不顧及船機性能任意加減速 (B)可隨時急遽增加船機負荷 

(C)應熟知船機性能，並在規定範圍內操作 (D)過度增加船機負荷

可維持船機壽命 試題翻新 

原題：（D）下述四衝程柴油機氣缸蓋功用中，下列選項何者錯

誤？(A)與氣缸套、活塞構成燃燒室空間(B)安裝噴油器、安全閥

等附件(C)組成進、排氣通道(D)支承氣缸套等 

二等遊艇/海(氣)象常識： 

題

號 

修正情形： 說明 

46 修正：（C）下列何者為臺灣東北部沿海的基隆之潮汐型態？(A)

全日潮(B)半日潮(C)混合潮(D)滯日潮 

1. 原答案 

選項錯

誤修正

題幹 

2. 修正題

幹 

原題：（C）下列何者為台灣北部區域海岸之潮汐型態？(A)全日

潮(B)半日潮(C)混合潮(D)滯日潮 

55 修正：（B）依據白貝羅(Buys Ballot)定律，在北半球當您背風而

立時，颱風低壓中心在您的何方？(A)右手邊(B)左手邊(C)正前

方(D)正後方 

原答案選項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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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D）依據白貝羅(Buys Ballot)定律，在北半球當您背風而

立時，颱風低壓中心在您的何方？(A)右手邊(B)左手邊(C)正前

方(D)正後方 

二等遊艇/船藝與操船： 

題

號 

修正情形： 說明 

68 修正：（B）船用繩結可運用於繫泊 、 固定 、救生 、拖帶等各

種用途，故應熟練打法並靈活運用，其原則下列何者為非？(A)

簡單(B)複雜(C)快捷(D)牢固 

題目換新 

原題：（B）請問繩索的尺寸度量方法(公制)通常是，採用下列何

種方式計算？(A)圓周(B)直徑(C)半徑(D)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