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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暨臺灣港務港勤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度第 1次從業人員甄試試題 

職級/類科：員級/航運技術 

筆試科目：航海實務概要 

一、 非選擇題 

1. 船舶交通服務（VTS）應具備哪些基本功能？ (25 分) 

  

2. 請說明依 IMO 海事安全委員會(MSC)通過對 AIS 的主要功能需求有哪

些？(25 分) 

 

二、 選擇題 

○3  1. 台灣沿海周圍水域之磁差（Variation）為? 

 ○1 固定不變 ○2 偏東 ○3 偏西 ○4 偏北 

○1  2. 麥氏海圖上之羅經花（Compass Rose）內圈，所表示的方位為? 

 ○1 磁方位 ○2 真方位 ○3 相對方位 ○4 羅經方位 

○1  3. 「1972 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公約」第十條「分道通航制」，下列有關

敘述哪一個是正確？ 

 ○1 作業中致運轉能力受限制船舶，得不遵守本條規定 

 ○2 船舶由任何一側進出，應盡可能與該巷道一般通行方向成直角進出 

 ○3 橫越船舶，應盡可能與該巷道一般通行方向成最小角度橫越 

 ○4 漁船禁止在分道通航制水域內作業 

○3  4. 有關電子海圖顯示與資訊系統(ECDIS)性能標準，要求自動航程紀錄內

容，下列敘述哪一個是正確？ 

 ○1 整個航程，間隔 3 小時的航跡記錄 

 ○2 整個航程，間隔 6 小時的航跡記錄 

 ○3 過去 12 小時內，間隔 1 分鐘的航行與海圖資訊紀錄 

 ○4 過去 6 小時內，間隔 3 分鐘的航行與海圖資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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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依 SOLAS 規範，所有船舶應攜備一份第幾册之最新版「國際海空搜救

手冊(IAMSAR)」? 

 ○1 第一册 ○2 第二册 

 ○3 第三册 ○4 第一冊至第三冊 

○2  6. 依 SOLAS 規章，要求船舶保全警示系統(SSAS)主要性能標準，下列敘述

哪一個是錯誤？ 

 ○1 警報信文含船舶識別和位置等信息 

 ○2 發報時船上會產生聲響或燈光等警告顯示 

 ○3 其他船舶無法接收此警報 

 ○4 船上發報地點至少二個，駕駛台為強制性指定位置 

○3  7. 兩子午線在緯度平行圈上所截取劣弧之距離，稱之為何？ 

 ○1 緯度 ○2 經度 ○3 橫距 ○4 緯度差 

○4  8. 海圖符號中，Wk 之意義為何？ 

 ○1 礁石 ○2 領港站 ○3 適涸岩 ○4 沈船 

○3  9. 燈塔表中所列之公稱光程(Nominal Range)，通常以氣象能見度多少浬

為標準？ 

 ○1 5 ○2  8 ○3  10 ○4  15 

○4  10. 下列各平均潮面中，以何者作為海圖基準面最佳？ 

 ○1  MHW ○2  MLW ○3  MHWS ○4  MLWS 

○3  11. 某船磁羅經船首向為 172°，以磁羅經觀測燈塔方位為 335°，已知當時

磁羅經的自差為 3°E，當地磁差為 8°W，求燈塔正確的真方位？ 

 ○1  167° ○2  324° ○3  330° ○4  340° 

○2  12. 航海曆中，黎明時之民用曙光（Civil twilight）通常指太陽中心在天水

平線下多少度開始起算？ 

 ○1  3° ○2  6° ○3  12° ○4  18° 

○3  13. 依據 IMO 制定之 ARPA 性能標準，ARRA 應對任何被追蹤目標可立即

供給相關資料，但不包括下列何者？ 

 ○1 預測目標在最近點距離（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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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預測目標在最接近點時間（TCPA） 

 ○3 預測目標在最接近點方位（BCPA） 

 ○4 目標現在方位 

○2  14. 有關 IALA「孤立危險標誌」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 一個分離危險的限制區域，如分離淺灘、石頭或沈船等，其周圍可航

行 

 ○2 圓柱形黑色浮標，含有一個以上的紅色直條紋 

 ○3 頂標為兩黑色球上下排列 

 ○4 燈質為白色聯閃光 

○1  15. 某船在南緯，設其緯度 L；若該船向北航駛 d 浬，又向西航駛 d 浬，再

向南航駛 d 浬，又向東航駛 d 浬，並假設此船未跨過赤道；則請問出發

點至到達點間的經度差為下列何者？ 

 ○1  d [sec L- sec (L- d)] E ○2  d [sec L- sec (L- d)] W 

 ○3  d [sec L- sec (L+ d)] E ○4  d [sec L- sec (L+ d)] W 

○4  16. 本船航向 060°，航速 24 節。若航行員於 12h00m 觀測目標 A，其方位

072°，12h20m 再觀測同一目標，其方位為 084°；則 12h20m 本船與目

標之距離為何？ 

 ○1  5 浬 ○2  6 浬 ○3  7 浬 ○4  8 浬 

○1  17. 本船航向 270°，船速 20 節。若視風向儀指標指向船艏且視風速儀指標

讀數為 10 節，則真風向與真風速為下列何者？ 

 ○1 東風，10 節 ○2 東風，30 節 ○3 西風，10 節 ○4 西風，30 節 

○1  18. 以雷達觀測目標，若自發出無線電波後 62 微秒(μs)收到反射回波，則

雷達與目標物之距離為何？ 

 ○1  5 浬 ○2  9.3 浬 ○3  10 浬 ○4  18.6 浬 

○3  19. 若 GMT 0600 時，太陽 GHA 271°16.9'，則時差為下列何者？ 

 ○1  03m08s ○2  04m02s ○3  05m08s ○4  06m04s 

○1  20. 若某日某天體之恆星時角為 081°，赤緯為 39°N，則該日看不見該星的

地區為下列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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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緯度大於 51°S ○2 緯度大於 51°N 

 ○3 緯度區間[00°, 51°S]內 ○4 緯度區間[00°, 51°N]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