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 帳號：godtrain 

國文 1  

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 別：各系 

科 目：國文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分為「作文」及「公文」二部分。 

2.作文部分占 50分(文體不拘，但不得少於五百字)；公文部分占 50分。 

3.請在「答案卷」上以橫式書寫方式作答；公文之答題內容中有關承辦人、聯絡電話及

承辦單位部分，請一律以○○○代替。 

4.本試題共 1頁。 

壹、 作文題(50分) 

題目：廉潔自持與依法行政 

貳、公文題(50分) 

一、「書函」的使用較「函」簡便，試述「書函」的用途為何？（10 分） 

二、身處環境快速變遷、社會多元發展及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警察人員應具

備「終身學習」的態度，才能突破侷限，與時俱進。試擬警政署函各警察

機關：如何加強員警在職進修，以提昇工作效能，強化治安作為。(40分)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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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 1  

中央警察大學 101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 別：各系 

科 目：國文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分為「作文」及「公文」二部分。 

2.作文部分占 50 分(文體不拘，但不得少於五百字)；公文部分占 50 分。 

3.請在「答案卷」上以橫式書寫方式作答；公文之答題內容中有關承辦人、聯絡電話及

承辦單位部分，請一律以○○○代替。 

4.本試題共 1 頁。 

壹、 作文題(50 分) 

題目：《後漢書〃袁安傳》記載：「後漢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

贓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

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

請以「體察民意，政自清明」為題，書寫作文一篇。 

貳、公文題(50 分) 

一、公文依行文系統分為哪三種？（10分） 

二、請以直轄市或縣市警察局之業務承辦人身份，依據警政署頒訂之「全面檢

肅非法槍彈作業執行計畫及評核計畫」，審酌所屬轄區特性及治安熱點，

擬訂具體可行之細部執行計畫，以加強查察非法槍彈，遏止槍械危害，淨

化社會治安，維護民眾安全。（40分）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 帳號：godtrain 

國文 1  

中央警察大學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 別：各系 

科 目：國文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分為「作文」及「公文」二部分。 

2.作文部分占 50 分(文體不拘，但不得少於五百字)；公文部分占 50 分。 

3.請在「答案卷」上以橫式書寫方式作答；公文之答題內容中有關承辦人、聯絡電話及承

辦單位部分，請一律以○○○代替。 

4.本試題共 1 頁。 

 

 

壹、 作文題（50 分） 

題目：〔漢〕揚雄《法言〃修身》言道：「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

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

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

『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

招淫。』」請參酌前引古文之思想，以「自重」為題，書寫作文一篇。 

 

 

 

貳、公文題（50 分） 

一、下列事務應用何種公文處理為佳？並述其理由？（10分） 

（一）警政署公開招考警務正若干名。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警員林蕙玲女士擬申請留職停薪返家育嬰。 

二、近來警察機關部分員警紀律廢弛、風紀案件頻傳，導致警察形象受創，為

振衰起弊、提振士氣，試為警政署擬乙致全國警察機關函：希加強機關內

部管理，整肅員警紀律。（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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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 2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各科釋疑結果】 

一、共同科目 

【國文公文】 

第一、(一)題：【考生 20410 提】 

1.用「公告」為之。(2 分) 

2.理由：因係警政署公開招考警務正若干名，用「公告」公開徵求為宜。（3分）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 帳號：godtrain 

國文 1  

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 別：各學系 

科 目：國文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分為「作文」及「公文」二部分。 

2.作文部分占 50 分(文體不拘，但不得少於五百字)；公文部分占 50 分。 

3.請在「答案卷」上以橫式書寫方式作答；公文之答題內容中有關承辦人、

聯絡電話及承辦單位部分，請一律以○○○代替。 

4.本試題共 1 頁。 

 

 

壹、 作文題(50 分) 

題目：2014年 05月 02日【蘋果日報/綜合報導】北市一名八歲女童日前疑因營

養不良、挨餓等原因死亡，檢警解剖發現她的身高僅九十公分、體重八公

斤，全身幾乎是皮包骨，看不到一塊肌肉，「簡直像一具活骷髏！」調查發

現，女童與單親貧母三年來幾乎足不出戶，窩在十坪大套房艱苦度日，本

該念小二卻未報到，教育單位也竟未通報，女童成為沒人理的「幽靈人口」。

兒福團體昨大罵市府失職，「若早通報，或許可救女童一命！」請參酌上述

報導，以「守護婦幼安全之我見」為題，寫作論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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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 2  

貳、公文題(50 分) 

一、請以圖示說明文書處理之流程。(20 分) 

二、試擬內政部警政署致所屬警察機關函：綜觀近期聚眾活動型態，大多以臉

書（Facebook）號召動員，其人數及組成分子較難掌握，且活動形態明顯

轉為激進。請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運用全國情資網路，確實掌握

陳情抗議團體之動、靜態，掌握機先、慎防危安事件發生，確保良好社會

秩序。(30 分)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 帳號：godtrain 

國文 1  

中央警察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 別：各學系 

科 目：國文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分為「作文」及「公文」二部分。 

2.作文部分占 50分(文體不拘，但不得少於五百字)；公文部分占 50分。 

3.請在「答案卷」上以橫式書寫方式作答；公文之答題內容中有關承辦人、聯絡電話及

承辦單位部分，請一律以○○○代替。 

4.本試題共 1頁。 

壹、 作文題(50分) 

題目：《管子〃牧民》云：「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請參

酌前引古文思想，以「人民的小事是警察的大事」為題，寫作論文一篇。 

貳、公文題(50分) 

一、利用行動載具溝通行銷，已經成為社群媒體最新發展趨勢，警察機關必頇

跳脫傳統思維，妥善運用社群媒體，積極與社會大眾進行溝通，爭取民眾

對警察的瞭解與支持。試擬內政部警政署函所屬機關，結合運用資通訊、

數位媒體及官方網站，以強化警察執法，為民服務，犯罪預防宣導及政策

行銷等工作，以加強與民眾的溝通與瞭解。 

二、何謂「書函」？其使用時機為何？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帳號：godtrain 

憲法1  

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各系 

科目：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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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下列有關憲法「總綱」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 

 (B)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人民全體  

 (C) 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帄等  

 (D) 中華民國為民主共和國  

2. 下列有關「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敘述，何者正確？ 

 (A) 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B) 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得審問處罰  

 (C) 警察管束人民，須經法院同意  

 (D) 對現行犯之逮捕，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任何人均得逮捕之 

3. 下列何者非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   

 (A) 國營經濟事業     (B) 警察制度    

 (C) 國稅與省稅、縣稅之劃分 (D) 國籍法 

4. 下列有關考試院掌理事項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  

 (B) 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管理、陞遷、褒獎  

 (C) 公務人員之考試、派任  

 (D) 公務人員之任用、撫卹、退休 

5. 依行政院組織法規定，下列何者，並非行政院所設相當中央二級之獨立機關？       

 (A)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B) 公帄交易委員會  

 (C)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D) 中央選舉委員會 

6. 人民如遭受警察機關非法逮捕拘禁，依憲法規定，其本人得向下列何機關聲請追究？ 

 (A) 內政部 (B) 總統府 (C) 檢察署  (D) 法院 

7. 下列有關「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遴聘」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總統府置資政、國策顧問，分為有給職與無給職    

 (B) 總統府置資政、國策顧問，聘期四至六年  

 (C) 資政不得逾三十人，國策顧問不得逾九十人  

 (D) 總統府置資政、國策顧問，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遴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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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2  

8.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下列何種權利應予保障？    

 (A) 財產權  (B) 職業自由權  

 (C) 營業自由權  (D) 隱私權 

9. 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市)民之權利，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對於地方自治事項，有依法行使創制、複決之權 

 (B) 對於地方公共設施請求設置之權 

 (C) 對於地方政府資訊，有依法請求公開之權 

 (D) 對於地方公職人員有依法選舉、罷免之權  

10. 下列對地方自治法規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項，制定法律 

 (B) 自治條例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 

 (C) 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條例  

 (D) 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規則   

11. 下列對直轄市市長及其所屬相關首長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其所屬一級機關首長為主計、人事、警察及稅務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 

 (B) 人口在二百五十萬人以上之直轄市，得增置副市長一人   

 (C) 直轄市政府置秘書長一人，由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 

 (D) 直轄市政府置市長一人，由市民依法選舉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12. 下列對人民集會自由權利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擬在某縣轄內遊行，其活動跨越二個以上警察分局轄區，該主管機關為各警察分局  

 (B) 集會遊行如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得不予許可 

 (C) 集會、遊行不得在總統府及其週邊範圍舉行                                

 (D) 體育競賽或其他性質相類活動，須依集會遊行法申請   

13. 下列對人民提起訴願權利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不服鄉(鎮、市)公所之行政處分，向縣(市)政府法規會提起訴願     

 (B) 訴願法所稱行政處分，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而對外直接發生法

律效果之雙方行政行為 

 (C) 各級地方自治團體對上級監督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依內部

程序提出申訴  

 (D) 人民對於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不當，致損害其利益，得依訴願法提起訴願 

14. 下列有關人民提起行政訴訟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公法上之爭議，僅確認及給付訴訟，得依行政訴訟法提起行政訴訟   

 (B)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三

十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 

 (C)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不得提起  

 (D) 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  

15. 下列有關「國家賠償」事項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其執行職務之人於行使公權力時，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員  

 (B) 國家損害賠償，除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外，適用民法之規定 

 (C) 國家賠償後，公務員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  

 (D) 國家賠償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所任用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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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3  

16. 下列有關公務人員考試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公務人員之考試，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地方考試、雇員考試五等 

 (B) 高普考及格人員於服務一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

之機關、學校任職 

 (C) 高等考試按學歷分為一、二、三級 

 (D) 公務人員考試，以公開競爭方式實施，其考試成績之計算，不得因身分而有特別規定 

17. 下列有關「人民團體事項」之敘述，何者錯誤？ 

 (A) 人民團體在同一組織區域內，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得組織二個以上同級同類之團體    

 (B) 人民團體以行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並得分級組織 

 (C) 人民團體，依法分為職業團體、社會團體、政治團體、公益團體四種  

 (D) 人民團體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  

18. 下列對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A)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應經一般出境查驗程序     

 (B) 臺灣地區人民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   

 (C) 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進入臺灣地區  

 (D)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居留，應接受面談、按捺指紋 

19.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就學校有關學生身分之處分，學生得否提起行政爭訟之問題，

認為應就其處分內容分別論斷     

 (B) 大學對學生所為措施，如侵害學生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仍應許權

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 

 (C) 大學教學、研究及學生之學習自由均受憲法之保障，享有完全自治之權                                   

 (D) 人民之訴願權及訴訟權為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  

20. 依憲法規定，人民有下列何種義務？ 

 (A) 忍受公權力執行  (B) 遵守交通規則義務  

 (C) 不妨害他人自由  (D) 受國民教育義務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下列有關憲法法庭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憲法法庭應本於言詞辯論而為裁判    

 (B) 憲法法庭對於政黨違憲解散案件判決之評議，應經參與言詞辯論大法官三分之二之同意決

定 

 (C) 憲法法庭之判決，僅須宣示或送達  

 (D) 憲法法庭為發見真實之必要，得調度司法警察為搜索、扣押 

 (E) 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之程序，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22. 下列對立法院及其會議、委員會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立法院於必要時，得增設特種委員會     

 (B) 停開院會期間，遇重大事項發生，經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請求，得恢復開會 

 (C) 立法院得設修憲委員會 

 (D) 立法院會議，公開舉行，必要時得開秘密會議 

 (E) 院長、副院長均因事故不能出席時，由院長指派委員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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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4  

23. 下列有關立法院質詢與備詢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質詢事項，經主席同意得作為討論之議題  

 (B) 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應親自出席立法院院會，並備質詢 

 (C) 被質詢人除為避免國防、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外，不得拒絕答復 

 (D) 質詢之答復，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 

 (E) 質詢之提出，須說明其所質詢主旨及事實經過   

24. 下列有關考試院及考試委員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考試院置秘書長一人，特任，承院長之命，處理院務    

 (B) 考試院設考試院會議，以院長、副院長及相關各部會首長組織之 

 (C) 考試院設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司法官訓練所  

 (D) 考試院考試委員之名額，為十九人 

 (E) 考試院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之任期為六年 

25. 下列對地方縣、市改制計畫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縣(市)擬改制為直轄市者，縣(市)政府得擬訂改制計畫，經縣(市)議會同意    

 (B) 內政部之改制計畫須徵詢相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意見   

 (C) 行政院收到內政部陳報改制計畫，應於三個月內決定  

 (D) 內政部基於全國國土合理規劃等需要，擬將縣(市)改制為直轄市，應擬訂改制計畫 

 (E) 內政部應於收到行政院核定公文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將改制計畫發布，並公告改制日期  

26. 須以自治條例訂定之事項，包括下列何者？ 

 (A) 地方自治團體設施管理之程序與標準 (B) 地方自治團體受理申請之處務規程 

 (C) 地方自治團體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 (D) 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 

 (E) 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之事項 

27. 為落實社會權及照顧人民生活，我國社會救助法所稱之社會救助，包括下列何者？ 

 (A) 災害救助 (B) 急難救助 (C) 醫療補助 (D) 失業津貼 (E) 生活扶助   

28. 下列對司法院設大法官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 

 (B)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 

 (C) 司法院大法官須經立法院同意任命 

 (D)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 

 (E) 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亦受任期之保障 

29. 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包括下列何者？ 

 (A) 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B) 罷免案之複決  (C) 立法原則之創制 

 (D) 法律之複決  (E) 課予人民義務之事項    

30. 下列有關大學之設立及類別敘述，何者正確？ 

 (A) 為均衡區域之專科學校教育，教育部得核准大學指導該區域之專科學校    

 (B) 私立大學並應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辦理 

 (C) 直轄市立、縣(市)立大學之設立、變更或停辦，由教育部報行政院核定之 

 (D) 國立大學之設立，由教育部依照教育政策，並審察各地實際情形核定之 

 (E) 大學分為國立、直轄市立、縣(市)立及私立 

31. 下列對人民提起訴願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地方自治團體由其代表人為訴願行為 

 (B) 二人以上得對於同一原因事實之行政處分，共同提起訴願 

 (C) 關於訴願之法定代理，依行政程序法規定  

 (D) 無訴願能力人應由其親友代為訴願行為 

 (E) 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有訴願能力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帳號：god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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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下列對國民應國家考試之資格及考試方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曾受褫奪公權者，不得應考      

 (B) 曾服公務涉嫌貪污行為，經提起公訴，不得應考 

 (C) 公務人員考試除採筆試者外，其他應採二種以上方式實施  

 (D)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得以報名 

 (E) 得採筆試、口試、測驗、實地考試、審查著作或發明、審查知能有關證明等方式行之   

33. 下列對各級選舉委員會組織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各選舉委員會委員，應有無黨籍人士     

 (B) 中央選舉委員會，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C) 直轄市選舉委員會組織規程，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核定 

 (D) 縣(市)選舉委員會隸屬縣(市)政府 

 (E) 中央選舉委員會隸屬行政院，置委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派充之   

34. 下列對監察院設置與職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監察委員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  

 (B) 監察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C)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十九人 

 (D)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 

 (E) 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35. 下列對省、縣地方制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屬於縣之立法權，由縣議會行之  

 (B) 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規定省、縣自治 

 (C) 省政府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D) 省設省諮議會，置省諮議會議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之 

 (E) 省設省政府，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席 

36. 下列對公務員服務法之敘述，何者不符合大法官第六三七號解釋之意旨？ 

 (A) 公務員依法享有身分保障權利，並對國家負有特別義務     

 (B) 本號解釋系爭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並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 

 (C) 人民有從事工作及選擇職業之自由，釋字第四O四號、第五一O號等亦解釋在案  

 (D) 限制離職公務員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從事特定職務，主要考量為維護社會秩序與公務員形象 

 (E) 國家與公務員間，具有行政契約之關係   

37. 下列對大陸地區人民入境之敘述，何者不符合大法官第四九七號解釋之意旨？ 

 (A) 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為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  

 (B)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為規範兩岸人民間權利義務之特別立法 

 (C) 本號解釋系爭有關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或居留許可辦法，違反憲法 

 (D)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兩岸地區人民間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得以命令為特別規定 

 (E) 法律僅為概括授權時，則應就該項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以推知立法者授權之意旨 

38. 下列對我國憲法本文及其相關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中華民國國旗定為紅地，左上角青天白日 

 (B)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共和國  

 (C) 憲法第三章為國民大會、第四章為總統、第五章為立法  

 (D) 共分成十四章，一七五條條文 

 (E) 前言中規定「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帳號：godtrain 

憲法6  

39. 下列對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土安全辦公室 

 (B) 第七次修憲公布日期為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日  

 (C)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之提議  

 (D)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 

 (E) 第一次修憲公布日期為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一日 

40. 下列對立法院及立法委員選舉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     

 (B)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行政院長國情報告 

 (C) 自由地區帄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 

 (D) 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七十三人 

 (E)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八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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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試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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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各系 

科目：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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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憲法前言所列舉之目的，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奠定社會安寧   (B) 維持公共秩序 (C) 增進人民福利 (D) 鞏固國權 

2. 下列有關人民身體自由保障之敘述，何者錯誤？ 

(A) 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其本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     

(B) 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得予拒絕  

(C) 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與處罰  

(D) 現行犯逮捕之法律依據，包括警察職權行使法 

3. 下列對人民有居住及遷徙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居住自由包括住居不受非法搜索     (B) 居住自由含國民得選擇居住處所之權利  

(C) 遷徙自由包括個人出國自由 (D) 遷徙自由保障外國人有進入我國之權利  

4. 下列對人民有集會自由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外國人得為須申請許可集會之負責人 (B) 大法官第 445 號解釋提及集會自由  

(C) 我國對室外集會採追懲制 (D) 對室外集會首謀不解散，處行政罰 

5. 下列對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的敘述，何者錯誤? 

(A) 人民受到不當處分，得提訴願    (B) 對於國家政策事項，得為請願  

(C) 訴願一律向高等行政法院提出 (D) 行政訴訟種類，包括給付訴訟 

6. 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A) 教育制度      (B) 國際貿易政策 (C) 度量衡        (D) 國營經濟事業  

7. 下列對監察院與監察委員產生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依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B) 監察院對司法院人員之彈劾，須經監察委員 2 人以上提議  

(C)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 19 人  

(D) 監察院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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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2  

8. 下列何者無法取得中華民國之國籍？ 

(A) 外國人歸化者                                 

(B) 外國人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C) 出生於父死亡後，其父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D) 出生時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9. 下列對各級選舉主管機關與監督等事項之敘述，何者錯誤？ 

(A) 辦理選舉期間，中央選舉委員會應於鄉（鎮、市、區）設辦理選務單位   

(B) 村（里）長選舉，由各該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 

(C) 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由縣選舉委員會辦理 

(D) 立法委員選舉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主管，並指揮、監督直轄市、縣（市）辦理  

10. 下列有關國家賠償責任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對於國家賠償案件，該公務員限有故意時，賠償義務機關對其有求償權     

(B) 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之權利遭受損害，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C) 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權力，故意侵害人民自由，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D) 國家賠償法所稱公務員，指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   

11. 下列對立法院長、副院長之產生及其議事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立法院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院長擔任主席  

(B) 立法院會議，以院長為主席；全院委員會亦同 

(C) 立法院院長應以配合政策原則，處理議事程序 

(D) 立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 1 人，由立法委員互選產生   

12. 下列對於立法院政黨質詢與個人質詢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立法委員個人質詢應依各委員會之種類，以議題分組方式進行     

(B) 立法委員個人質詢，以 2 議題為限，詢答時間合計不得逾 30 分鐘 

(C) 代表政黨質詢之立法委員，不得提出個人質詢  

(D) 政黨質詢時，由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列席備詢   

13. 下列對憲法法庭之裁判等敘述，何者錯誤？ 

(A) 被宣告解散之政黨，應即停止一切活動     

(B) 對於憲法法庭之裁判，得提起非常上訴救濟 

(C) 憲法法庭之判決，各關係機關應即為實現判決內容之必要處置  

(D) 政黨被宣告解散，其財產之清算，準用民法法人相關規定辦理 

14. 下列對司法院長職務及正副院長出缺處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司法院長綜理院務及監督所屬機關  

(B) 司法院長、副院長同時出缺時，由總統就大法官中指定 1 人代理院長 

(C) 司法院副院長出缺時，暫從缺  

(D) 司法院長因故不能視事時，由秘書長代理其職務。   

15. 監察院監察委員之特定資格，不包括下列何者？ 

(A) 曾任政黨主席 3 年以上，聲譽卓著 (B) 清廉正直，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 

(C) 曾任大學教授 10 年以上，聲譽卓著 (D) 曾任簡任公務員 10 年以上，成績優異   

16. 行政院所設相當中央二級之獨立機關，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B) 公帄交易委員會    

(C)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D) 中央選舉委員會   

17. 考試院所設之部會機關，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B) 人事行政總處       

(C) 考選部        (D) 銓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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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3  

18. 下列對監察院調查權之行使等敘述，何者錯誤？ 

(A) 調查人員對於案件內容不得對外宣洩  

(B) 調查人員調查案件，於必要時得通知書狀具名人及被調查人員就指定地點詢問 

(C) 監察院行使監察職權，得由監察委員持監察證或派員持調查證，赴各機關行使之   

(D) 監察證及調查證使用規定，由法律訂定之 

19. 直轄市議會之職權，不包括下列何者？  

(A) 議決直轄市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      (B) 議決直轄市財產之處分 

(C) 議決直轄市局處首長之派任 (D) 議決直轄市法規   

20. 下列有關地方自治團體之間權限或事權爭議處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A) 鄉（鎮、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內政部解決  

(B) 直轄市間、直轄市與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行政院解決 

(C) 縣與鄉（鎮、市）間，自治事項遇有爭議時，由內政部會同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解決 

(D) 中央與直轄市、縣（市）間，權限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院會議決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下列有關國民教育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國民教育，限由政府辦理  

(B) 國民補習教育，由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附設國民補習學校實施 

(C) 國民教育分為 2 階段，前 6 年為國民小學教育  

(D) 已逾齡未受國民教育之國民，應受國民補習教育  

(E)  6 歲至 17 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   

22. 下列有關大學正副校長之設置及職掌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私立大學校長之任期及續聘，由大學組織規程訂定之  

(B) 公立大學校長任期 4 年，期滿得續聘 

(C) 大學校長之資格，依有關法律之規定，得由外國人擔任                                  

(D) 大學得置副校長，由教育部聘任，襄助校長推動校務  

(E) 大學置校長 1 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大學 

23. 下列對文化資產保存有關古蹟指定等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歷史建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後，辦理公告     

(B) 建造物所有人得志願將其所有建築物登錄為古蹟 

(C) 古蹟滅失時，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解除其指定 

(D) 直轄市、縣（市）指定古蹟後，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E) 古蹟依其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 3 類   

24. 下列對人民聲請提審之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 不服法院之提審裁定，得於裁定送達後 5 日內向直接上級法院提出抗告     

(B) 法院接受聲請提審之書狀，認為無理由，應於 3 日內以裁定駁回之 

(C) 執行逮捕機關應即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指定親友  

(D) 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限其本人得聲請提審 

(E) 聲請提審以書狀或言詞為之 

25. 下列有關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通訊監察，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    

(B) 憲法第 12 條為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規定 

(C) 大法官釋字第 635 號為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相關規定之解釋 

(D)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目的，在確保國家安全，維持社會秩序 

(E)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立法，在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不受非法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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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4  

26. 下列有關人民集會遊行規範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集會、遊行不得在立法院前舉行          

(B) 集會遊行不得主張共產主義 

(C) 須申請許可之室外集會主管機關，指集會所在地之警察局  

(D) 集會，指於公共場所舉行會議、演說之活動  

(E) 集會遊行法立法之目的，在保障人民集會自由  

27. 下列有關人民請願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各機關處理請願案件，應將其結果通知請願人  

(B) 各機關處理請願案件，得通知請願人代表前來，以備答詢 

(C) 人民集體向各機關請願，面遞請願書，有所陳述應推代表 

(D) 人民對應提起訴願之事項，亦得請願     

(E) 人民請願事項，不得干預審判  

28. 下列有關人民提起訴願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訴願期間之計算，除訴願法規定外，依請願法規定  

(B) 訴願人因天災，致遲誤訴願期間，得申請回復原狀 

(C) 申請回復原狀，須在遲誤訴願期間後之 2 年內提出  

(D) 利害關係人不得單獨提起訴願，但得申請參與程序 

(E) 訴願之提起，應在行政處分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  

29. 下列有關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之遴聘等敘述，何者正確？ 

(A) 資政、國策顧問之遴聘規定，另由法律規定     

(B) 資政不得逾 50 人 

(C) 國策顧問不得逾 90 人  

(D) 資政聘期不得逾越總統任期 

(E) 總統府置資政、國策顧問，由總統遴聘，均為無給職   

30. 有關大法官釋字第 699號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其意旨？ 

(A) 系爭條例有關酒後駕車之檢定測試、方式等事項，限以法律規定之      

(B) 人民相關自由權利於合乎憲法第 23 條要件，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為限制  

(C) 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為憲法第 15 條所明文規定  

(D) 行動自由應涵蓋駕駛汽車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之自由 

(E) 人民有行動自由，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前提下，受憲法第 8 及第 10 條所保障   

31. 有關大法官釋字第 690號對傳染病防治法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其意旨？ 

(A) 本案未就強制隔離期間予以規範，及非由法院決定施行強制隔離處置，不符憲法原則     

(B) 法律明確性之要求，爰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 

(C) 人身自由限制是否達到剝奪情形，應按其實際剝奪方式、目的等，定審查相當標準  

(D) 國家以命令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須符比例原則，及踐行必要之程序 

(E)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為憲法第 8 條所明定   

32. 有關大法官釋字第 684號對學生受教育權利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其意旨？ 

(A) 本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亦為學生受教權之保障解釋     

(B) 為避免學術自由受國家不當干預，應強化教育行政監督之執行 

(C) 審理大學學生提起行政爭訟之機關，應本於維護大學自治原則，對大學專業判斷適度尊重 

(D) 大學教學、研究及學生之學習自由均受憲法保障，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之權 

(E) 人民於其權利遭受公權力侵害時，得循法定程序提起行政爭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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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5  

33. 有關大法官釋字第 670號對冤獄賠償法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其意旨？ 

(A) 人民受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財產權，因公益需要而受特別犧牲，應由國家依法律予以補償 

(B) 冤獄賠償法第 2 條第 3 款，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受羈押，不得請求補償，無違憲法規定 

(C) 特定人民身體之自由，因公共利益受公權力之合法限制，諸如受羈押、收容或留置為是 

(D) 人民受憲法第 8 條保障身體之自由，乃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前提 

(E) 系爭規定應由相關機關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1 年內通盤檢討、修法     

34. 有關大法官釋字第 664號對少年事件處理法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其意旨？ 

(A)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6 條第 2 款及第 42 條第 1 項第 4 款，符合憲法第 23 條規定    

(B) 少年事件處理法係立法者為保障 14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少年所制定之法律 

(C) 立法形成自由，不得違反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相關規範之意旨  

(D) 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受憲法第 20 條保障   

(E) 國家對兒童及少年之保護，宜由立法者衡酌社經發展、教育與社會福利政策等，妥為規劃 

35. 有關大法官釋字第 649號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其意旨？ 

(A) 本案系爭為對「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之解釋 

(B) 系爭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 3 年時失其效力 

(C) 保障視障者之工作權，基於帄等原則為一般之公共利益事項 

(D) 為保障視障者，應由主管機關就適合視障者從事之職業予以訓練輔導 

(E) 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主觀條件，係指對從事特定職業之條件限制   

36. 下列有關帄等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依帄等原則，本國人與外國人之享有社會權應一致  

(B) 基於帄等原則，禁止國家為恣意行為 

(C) 帄等權之核心內涵，在實質帄等   

(D)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帄等  

(E) 憲法第 7 條為帄等權之規定   

37. 下列有關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敘述，何者正確？ 

(A) 屬於憲法保留     (B) 大法官第 558 號解釋，提及人身自由之保障  

(C) 拘留不屬於對人身自由之拘禁 (D) 公權力干預人身自由，須受正當法律程序制約 

(E) 警察對人管束屬對人身自由之干預  

38. 下列所舉之大法官會議解釋，何者涉及對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之限制？ 

(A) 釋字第 603 號    (B) 釋字第 345 號 

(C) 釋字第 443 號  (D) 釋字第 689 號 

(E) 釋字第 265 號       

39. 下列對人民參政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憲法第 17 條有明文規定         

(B) 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規定總統與副總統之選舉  

(C)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在於落實人民參政權    

(D) 創制及複決之權，屬之 

(E) 憲法第 40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45 歲者，得被選為總統、副總統 

40. 下列對言論自由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憲法第 11 條為其依據      

(B) 大法官釋字第 364 號提及言論自由 

(C) 廣播方式表達意見，受言論自由保障  

(D) 言論自由核心範圍，在於自由表達評價的判斷  

(E) 憲法第 73 條為立法委員言論免責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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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6  

中央警察大學 101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共同科目 

 

憲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D B C A C B A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B D A C B D C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 ABCE CDE ACE ABDE BDE ABCE BE CDE B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E CDE ACD CE ABD BCDE ADE BCE ACD ABCDE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高見公職〞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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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1  

中央警察大學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各系 

科目：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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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31 號解釋，檢察官或司法警察機關為犯罪偵查目的，而有監察人民秘

密通訊之需要時，原則上應向何者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方符憲法上正當程序之要求？ 

(A) 電信公司 (B) 上級機關 (C) 檢察官 (D) 該管法院 

2.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設置各級行政區皆有一定的條件，設直轄市時，其人口聚居最少需達多少

人？ 

(A) 175 萬人 (B) 150 萬人 (C) 125 萬人 (D) 100 萬人 

3. 憲法增修條文特別明訂應予保障政治參與權利之對象，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原住民族  (B) 退役軍人  

(C) 澎湖、金馬地區之人民 (D) 僑居國外之國民 

4. 關於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以參與審理之資深大法官充審判長 

(B) 憲法法庭不宜調度司法警察為搜索、扣押 

(C) 憲法法庭行言詞辯論，頇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為之 

(D) 未參與憲法法庭辯論之大法官仍可於庭後參與評議判決 

5. 為規範及管理政治獻金，促進國民政治參與，確保政治活動公帄及公正，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特制定「政治獻金法」。依據該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所謂政治獻金包括黨費、會費在內 

(B) 得收受政治獻金者，以政黨、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為限 

(C) 政治獻金法之主管機關為監察院 

(D) 受捐獻人得收受外國人民、法人之政治獻金 

6. 依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之行政院組織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行政院下設交通及建設部 (B) 行政院下設國家發展委員會 

(C) 行政院設中央銀行 (D) 行政院置政務委員 3 人至 5 人 

7. 下列何者屬於立法院之職權？  

(A) 提案彈劾或罷免總統、副總統 (B) 提案彈劾或罷免行政院院長 

(C) 提案彈劾或罷免司法院院長 (D) 提案彈劾或罷免監察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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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2  

8.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666 號解釋認為，社會秩序維護法對於從事性交易之行為人，僅以意圖得利

之一方為處罰對象，而不處罰支付對價之相對人，其立法目的與憲法第 7 條之帄等原則有違。

該解釋文並對行政機關提出建議，後續對於性交易之處置，宜採取： 

(A) 宜於 2 年內審慎規劃，制定禁制性交易活動罰則，以符善良風俗及法律明確原則 

(B) 有限制性交易行為之必要時，得以法律或授權訂定法規命令，為合理明確之管制或處罰規定 

(C) 在 2 年內審慎規劃，劃設性交易產業專區，以盡保護社會經濟弱勢女性工作權之國家職能 

(D) 在 2 年內審慎規劃，劃設性交易產業專區，以維護國民健康與善良風俗 

9.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民國 38 年以前在大陸地區依法令核定應發給

之各項公法給付，其權利人尚未領受或領受中斷者，應如何處置？ 

(A) 於適當時機，由兩岸兩會協商處理 

(B) 由兩岸金融管理機構以務實態度，協商處理 

(C) 於國家統一前，不予處理 

(D) 基於內戰歷史性原因所造成之破壞，公告已無法承諾及處理應給付事宜 

10. 依據「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規定，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為鄰接領海外側至

領海基線多少距離間之海域？ 

(A) 200 浬 (B) 225 浬 (C) 250 浬 (D) 275 浬 

11.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對「原住民族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

展」，惟其依據的前提應是： 

(A) 帄等與保護原則 (B) 國土合理規劃 (C) 國家發展 (D) 民族意願 

12.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17 號對於「性言論之表現與性資訊之流通」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性言論具猥褻本質，有違善良風俗，不屬憲法言論自由保障範圍 

(B) 以學術研究為目的之性言論得受憲法言論自由保障，其餘皆不屬保障範圍 

(C) 不問是否出於營利之目的，皆受憲法對言論及出版自由之保障 

(D) 刑法第 235 條規定所稱猥褻之資訊、物品，其中「猥褻」屬評價性之不確定法律概念，與

法律明確性原則有違 

13. 每屆立法委員任期屆滿時，下屆不予繼續審議的議案是： 

(A) 法律案 (B) 人民請願案 (C) 預算案 (D) 決算案 

1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

社會福利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如何編列？  

(A) 未予明訂 

(B) 應優先編列，但不得逾中央政府總預算百分之三十五 

(C) 應逐年增加編列，以中央政府總預算百分之二十五為限 

(D) 應優先編列 

15. 依立法院職權行使法，政府機關提出之議案或立法委員提出之法律案，應先送程序委員會，提

報院會朗讀標題後，即應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但「經出席委員提議、連署或附議、表決通過

者得逕付二讀」。得逕付二讀案之連署或附議委員最少需要幾人以上？ 

(A) 12 人 (B) 16 人 (C) 20 人 (D) 24 人 

16. 依立法院職權行使法，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若經立法院議決認為

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原訂頒機關應予更正或廢止。經通知後，原訂頒機關應在多久期

間內完成前項更正或廢止？ 

(A) 1 個月 (B) 2 個月 (C) 3 個月 (D)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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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3  

17.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地方民意代表當選人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其缺額由落選人

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惟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

低之當選人得票數的多少比例？ 

(A) 二分之一 (B) 三分之一 (C) 四分之一 (D) 五分之一 

18. 憲法第 7條主張帄等權，依「性別帄等教育法」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學校均應設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在各該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的組成中，依規定女性

委員應占委員總人數的多少比例以上？ 

(A) 四分之一 (B) 三分之一 (C) 二分之一 (D) 三分之二 

19. 以天賦人權及社會契約論，提供美國獨立革命的合理基礎；並以有限政府及分權制衡的概念影

響美國憲政權力架構的先哲。同時也是最早提出財產權有兩個部份，即自然之物為「人人共

有」，以及來自個人的勞動所得的「私有財產」。此人是：  

(A) 布丹（Jean Bodin） (B)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C) 霍布斯（Thomas Hobbes） (D) 洛克（John Locke） 

20.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50 號解釋認為，前

述所稱之「國家」係指：  

(A) 兼指中央政府以及全體應保險國民而言 

(B) 兼指中央及地方而言 

(C) 專指中央而言  

(D) 專指行政院及直轄市而言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憲法第 20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兵役法亦規定在國防軍事無妨礙時，以不影響

兵員補充、不降低兵員素質、不違背兵役公帄前提下，得實施替代役。現行規定一般替代役的

類別包括： 

(A) 警察役  (B) 消防役 

(C) 社會役  (D) 環保役 

(E) 農業服務役 

22. 為端正政風，確立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實施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下列敘述何者屬於「公

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範意旨？ 

(A) 無給職之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應申報財產 

(B) 司法警察主管人員應申報財產，其範圍另定之 

(C) 公職人員生活與消費顯超過薪資收入者，且查有證據，得經中央政風主管機關核可後，指

定其申報財產 

(D) 總統、副總統公職候選人之財產申報機關為監察院 

(E) 公職人員應於就（到）職 6 個月內一律申報財產 

23. 貪污治罪條例第 6-1 條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關係人」自公務員涉嫌犯

罪時及其後 3 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時，得命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前

述法條之「關係人」包括： 

(A) 父母  (B) 成年子女 

(C) 未成年子女  (D) 配偶 

(E) 同一戶籍內之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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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4  

24.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09 號解釋，針對「都市更新條例」認為有部份條文未符合憲法之要求或

意旨。在該解釋文中所列舉有違或不符憲法意旨者包括： 

(A) 與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不符 

(B) 與憲法要求之法律保留原則不符 

(C) 有違憲法保障人民居住自由之意旨 

(D) 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表達自由之意旨 

(E) 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25. 邇來社會頻傳兒童受虐致死案件，致使「兒童生存權」成為全體民眾皆應加以正視的課題。下

列敘述中，哪些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範意旨？ 

(A) 所稱「兒童」指未滿 13 歲之人 

(B) 胎兒出生後 30 日，父母應將相關資料通報衛生主管機關，其為死產者，則免予通報 

(C) 交通及醫療等公、民營事業應提供兒童及孕婦優先照顧措施 

(D)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應辦理兒童及少年安全維護措施 

(E) 警政機關針對保護兒童及少年的主管權責，包括對於兒童及少年人身安全之維護及觸法預

防、失蹤兒童及少年、無依兒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監護人之協尋等相關事宜 

26. 依據憲法主權在民之原則，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行使，訂定「公民投票法」。下列選項何者

符合公民投票法規範意旨？ 

(A) 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 

(B) 全國性公民投票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地方性公民投票之主管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 

(C) 預算、租稅事項可以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D) 薪俸及人事事項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E) 立法院提案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公民投票，提案經否決者，自該否決之日滿 2 年起，

始得就該事項重行提出 

27.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89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符合該解釋意旨？ 

(A) 新聞採訪者以跟追方式進行採訪，不問理由皆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裁罰 

(B) 新聞採訪自由足以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應給予絕對的保障 

(C) 人民隨時任意前往他方或停留一定處所之行動自由，應給予絕對之保障 

(D) 個人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念得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

之私人活動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並受法律所保護 

(E) 勸阻不聽之要件，具有確認被跟追人表示不受跟追之意願或警示之功能，若經警察或被跟

追人勸阻後行為人仍繼續跟追，始構成經勸阻不聽之不法行為 

28.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修改憲法頇依一定之程序及要件進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修憲之提議頇經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之提出 

(B) 議決修憲之提議時頇有立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 

(C) 修憲之提案頇有立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出席立法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 

(D) 立法院提出之憲法修正案，經公告半年後，由全體國民投票複決 

(E) 現行修憲不適用憲法本文第 174 條之規定 

29.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行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哪些議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

之核可，移請立法院覆議？  

(A) 戒嚴案   (B) 條約案 

(C) 大赦案   (D) 法律案  

(E) 預算案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帳號：godtrain 

憲法 5  

30. 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 

(B) 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若以回復原狀為適當者，得依請求回復原狀 

(C) 國家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 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D) 國家賠償所需經費，應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之 

(E) 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請求權人不得要求賠償義務機關暫先支付醫療費或喪葬費 

31. 為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總統於民國 98 年 4 月公布實施簡稱為「兩公約施行法」之法律，

將聯合國兩公約國內法化。前述簡稱之「兩公約」包括： 

(A) 組織權及團體協商權原則之應用公約 

(B)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C) 防止及懲治殘害人權罪公約 

(D) 消除各種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E)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32.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99 號解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汽車駕

駛人拒絕接受同條第 1 項第 1 款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者，吊銷其駕駛執照。同條例第 67 條第

2 項前段復規定，汽車駕駛人曾依第 35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3 年內不得考領駕

駛執照。又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14 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第 68 條另規定，汽車駕駛人因第 35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而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者，吊銷其持有各級車類之駕駛執照。」上開規定概皆： 

(A) 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牴觸 

(B) 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尚無牴觸 

(C) 與憲法保障人民行動自由之意旨無違 

(D) 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無違 

(E) 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行動自由之意旨 

33.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54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無違該解釋之意旨？  

(A) 羈押法規定，「律師接見受羈押被告時，不問是否為達成羈押目的或維持押所秩序之必要，

亦予以監聽、錄音」違反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規定 

(B) 羈押法規定，「對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監聽、錄音所獲得之資訊，得以作為偵查或

審判上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牴觸憲法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 

(C) 羈押法規定，「對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監聽、錄音所獲得之資訊，得以作為偵查或

審判上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尚無牴觸憲法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 

(D) 羈押法規定，「被告在所之言語、行狀、發受書信之內容，可供偵查或審判上之參考者，

應呈報檢察官或法院」尚無牴觸憲法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 

(E)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受羈押被告之憲法權利之保障與一般人民所得享有者，基本上具實質

之差異，應受必要之限制 

34.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關於罷免公職人員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公職人員就職後，隨時得由原選舉區選舉人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 

(B) 立法委員罷免徵求連署之期間為 60 日 

(C) 罷免案投票人數不足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或同意罷免票數未超過有效票數

二分之一以上者，均為否決 

(D)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日起，4 年內不得為同一公職人員候選人 

(E) 被罷免人於罷免案進行程序中辭職者，終身不得為同一公職人員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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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6  

35. 依立法院職權行使法，對於黨團協商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為協商議案或解決爭議事項，得由院長或各黨團向院長請求進行黨團協商 

(B) 黨團協商會議由各黨團逕自進行，立法院院長不需出席 

(C) 黨團協商會議，由各黨團負責人或黨鞭出席參加，並由各黨團輪流主持 

(D) 立法委員應分別於每年 2 月 1 日及 9 月 1 日起報到，開議日由各黨團協商決定之 

(E) 黨團協商經各黨團代表達成共識後，應即密封協商紀錄，並對外保密 

36. 憲法第 130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20 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除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

外，年滿 23 歲者，有依法被選舉之權」。有關候選人之年齡限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頇年滿 40歲  

(B) 僑居國外國民立法委員選舉之全國不分區候選人，頇年滿 35歲 

(C) 鄉（鎮、市）長候選人，頇年滿 26歲   

(D)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候選人，頇年滿 26歲 

(E) 直轄市長、縣（市）長候選人，頇年滿 30歲  

37.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

為特別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之意旨？ 

(A) 大陸地區係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B) 禁止臺灣地區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事宜 

(C) 禁止臺灣地區各級地方立法機關與大陸地區地方機關締結聯盟事宜 

(D) 經許可輸入臺灣之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尚不得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之播映、刊登或

其他促銷推廣活動 

(E) 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之直系血親及配偶，年齡在 70 歲以上、12 歲以下者，得申請在

臺灣地區定居 

38. 依憲法增修條文制定之「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其所列舉的「國家安全」包括： 

(A) 國防相關事項  (B) 內政相關事項 

(C) 外交相關事項  (D) 兩岸關係相關事項 

(E) 國家重大變故相關事項 

39. 最高法院檢察署設特別偵查組，以偵辦特殊重大貪瀆、經濟犯罪、危害社會秩序等案件，依現

行法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特別偵查組職司涉及總統、副總統之貪瀆案件 

(B) 特別偵查組職司涉及五院院長、部會首長之貪瀆案件 

(C) 特別偵查組職司涉及上將階級軍職人員之貪瀆案件 

(D)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E)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任期不受限制 

40. 現行法律規定兩岸人民往來對方地區，遇有重大突發事件時，致影響臺灣地區重大利益或於兩

岸互動有重大危害情形者，在行政院各機關及立法院依法所為各項應變措施中，下列敘述何者

無誤？ 

(A) 行政院得公告於一定期間內，禁止或限制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 

(B) 行政院公告禁止或限制台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措施，應經立法院同意或追認 

(C) 立法院對行政院公告禁止或限制台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措施，僅有質詢之權 

(D) 行政院不得禁止或限制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 

(E) 若禁止或限制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僅限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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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7  

中央警察大學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 

各科試題解答修正版 

 

共同科目 

 

憲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B A B D A B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C A D C B A C D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E BC CD ACE CDE ABD DE BCE BDE AB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E BCD AB CD AD ACE AE ACDE ABC AB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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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1  

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各學系 

科目：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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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依據憲法主權在民之原則，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行使，特制定公民投票法。當國家遭受外力

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時，總統如何發動公民投票？ 

 (A) 總統得依緊急命令法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直接交付公民投票 

 (B) 總統得經國家安全會議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 

 (C) 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 

 (D) 總統得經立法院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 

2. 公民投票法中訂有設置全國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規定，關於該組織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設於行政院 

 (B)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委員由各政黨依立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薦，提請總統任命之 

 (C)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D)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之 

3. 公民投票法所稱公民投票，包括全國性及地方性公民投票，其中地方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不

包括以下何者？ 

 (A) 地方租稅稅率之創制或複決 (B) 地方自治法規之複決 

 (C) 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D) 地方自治法規立法原則之創制 

4. 為保障憲法第 14 條之人民集會自由，以及維持社會秩序，已制定集會遊行法，下列規定何者

未列入集會遊行法？ 

 (A) 集會、遊行，而有違反法令之行為者，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前項制

止、命令解散該管主管機關得強制為之 

 (B) 該管主管機關應衡量道路交通用路人權益意旨，均衡維護，惟因緊急性、偶發性原因，必

要時得採取強制驅離，恢復道路交通 

 (C) 本法所稱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 

 (D) 本法所稱遊行，係指於市街、道路、巷弄或其他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集體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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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2  

5. 憲法第 14 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重要的基本人權。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5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集會遊行法規定限制集會、遊行之負責人、其代理人或糾察員之資格，與憲法第 23 條規
定並無牴觸 

 (B) 集會遊行法規定同一時間、處所、路線已有他人申請並經許可者，為不許可集會、遊行之
要件，牴觸憲法第 23 條規定 

 (C) 集會遊行法規定「集會遊行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乃係主管機關於許可集會、
遊行以前，得就維護國家安全所作之審查，與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無違 

 (D) 集會遊行法規定主管機關得事先評估將來可能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
事件，係基於情報偵蒐與社會安全之預判作為，主管機關以此作為是否准予集會、遊行之
依據，不違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 

6.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18 號解釋認為，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係本於主權在民理念，為
實施民主政治以促進思辯、尊重差異，實現憲法兼容並蓄精神之重要基本人權。下列敘述何者
並非該解釋要旨？ 

 (A) 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以集體行動之方式和帄表達意見，與社會各界進行溝通
對話，以形成或改變公共意見，並影響、監督政策或法律之制定 

 (B) 集會遊行法規定偶發性集會、遊行，仍須事先申請許可，係以法律課予人民應遵守之義務，
屬帄衡社會公益之必要 

 (C) 集會遊行法關於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違反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 

 (D) 集會遊行法關於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不符憲法第 14 條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 

7. 依立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行政院遇有重要事項發生，或施政方針變更時，行政院院長或有關
部會首長應向立法院院會提出報告，並備質詢。前項情事發生時，如有立法委員提議，並連署
或附議，經院會議決，亦得邀請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向立法院院會報告，並備質詢。前
項規定之連署或附議，至少需幾人以上？ 

 (A) 11 人 (B) 13 人 (C) 15 人 (D) 17 人 

8. 憲法第 59 條規定，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三個月前，應將下年度預算案提出於立法院。關於
立法院審查預算之規定與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立法院議決預算案應經三讀會 

 (B) 行政院得就立法院決議之預算案全部或一部，經總統核可後，移請立法院覆議 

 (C)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預算案經立法院通過及公布手續後即為法定預算，其形式上與法律相當 

 (D)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主管機關依職權停止法定預算中部分支出項目之執行，當然構成違
憲或違法 

9. 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依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54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人 

 (B) 律師接見受羈押被告時，不問是否為達成羈押目的或維持押所秩序之必要，予以監聽、錄
音，尚未違反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規定 

 (C) 對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監聽、錄音所獲得之資訊，得以作為偵查或審判上認定被告
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牴觸憲法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 

 (D) 律師接見受羈押被告時，不問是否為達成羈押目的或維持押所秩序之必要，亦予以監聽、
錄音，不符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 

10. 依憲法增修條文所制定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目的在國家統一前，規範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依該條例之用詞定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臺灣地區指臺灣、澎湖。另金門、馬祖為專屬接戰地區 

 (B) 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C) 臺灣地區人民指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 

 (D) 大陸地區人民指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A0000001&FLNO=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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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關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10 號解釋要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對於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而須為急速處分之情形
者，治安機關得逕行強制出境，不符憲法第 10 條保障遷徙自由之意旨 

 (B) 關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等規定，未能顯示暫予收容之意旨、事由，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C) 關於暫時收容部分，未予受暫時收容人即時之司法救濟；於逾越收容期間之收容部分，未
由法院審查決定，均不符憲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D) 治安機關將經許可合法入境臺灣，逾停留、居留期限或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之大陸
地區人民逕行強制出境，未予申辯之機會，有違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12. 憲法增修條文明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A) 性別工作帄等法所稱性騷擾，成立要件之一係言詞或行為具有性要求、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之意思 

 (B) 我國已制定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之施行法 

 (C) 我國憲法並未規定對婦女從事勞動者予以特別之保護 

 (D)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認為，婚姻制度係植基於人格自由，但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
滿，自得制定相關規範，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務 

13. 憲法及現行法律對於婦女參政權之保障，不包括： 

 (A) 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 

 (B)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其婦女當選人少於應行當選名額時，應將婦女候選人所得票數單獨計
算，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 

 (C)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選出之立法委員，在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D) 行政院部會首長中，婦女應占有一定比例之保障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99 號解釋，人之姓名為其人格之表現，如何命名為人民之自由，為憲
法第 22 條所保障。依現行法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或有特殊原因經主管機關認定者，得申請改名 

 (B) 姓名文字讀音會意不雅，屬於得申請改名之特殊原因 

 (C) 被認領、被收養或終止收養，得申請改姓 

 (D) 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者，得申請改姓或改名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03 號解釋意旨，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 22 條
所保障。下列敘述何者並非該項解釋要旨？ 

 (A) 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應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 

 (B) 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應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揭露範圍、時機、
方式、對象之決定權 

 (C) 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應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使用之知悉權與控制權 

 (D) 國家不應以任何理由執行大規模蒐集、錄存人民指紋、建立資料庫之政策，更不應以法律
明定進行蒐集，以免與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未合 

16. 憲法第 12 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旨在確保人民就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
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之權利，但為確保國家安全、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得
實施通訊監察。關於核發通訊監察書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偵查中由檢察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 

 (B) 偵查中由司法警察機關聲請，由檢察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 

 (C) 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 

 (D) 法官於核發之通訊監察書上不得於對任何人註記任何指示 

17.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犯之罪嫌，最輕本刑為幾
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得發通訊監察書？ 

 (A) 5 年 (B) 4 年 (C) 3 年 (D)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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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31 號解釋要旨，國家限制人民有秘密通訊自由所採取之手段，應有法
律依據，並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本法所稱通訊包括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符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
信息之有線及無線電信 

 (B) 本法所稱通訊包括郵件、書信、言論、談話 

 (C) 執行機關除有正當理由者外，應至少每 10 日派員取回監錄內容 

 (D) 監錄內容顯然與監察目的無關者，不得作成譯文 

19. 憲法第 132 條規定，選舉應嚴禁威脅利誘。選舉訴訟，由法院審判。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
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
妨害選舉之刑事案件 

 (B) 選舉訴訟，設選舉法庭，採合議制審理，並應先於其他訴訟審判之 

 (C) 各審受理訴訟之法院應於七個月內審結 

 (D) 選舉訴訟，以二審終結，並不得提起再審之訴 

20. 為行使中華民國主權及維護利益，依據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規定，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A) 中華民國之專屬經濟海域為鄰接領海外側至距離領海基線 200 浬間之海域 

 (B) 中華民國之大陸礁層為其領海以外，依其陸地領土自然延伸至大陸邊外緣之海底區域 

 (C) 中華民國之國防、警察或其他機關，對在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之人或物，認為有違反
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虞時，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 

 (D) 對侵入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之人或物，必要時，得強制驅離、或逮捕其人員，
並提起司法程序。但不得扣留其船舶、航空器以免國際衝突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貪污治罪條例」新增第 6-1 條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關係人」自公務
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時，得命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
說明。本條所稱之「關係人」包括： 

 (A) 父母 (B) 所有子女 

 (C) 未成年子女 (D) 配偶 

 (E) 同一戶籍內之兄弟姊妹 

22.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99 號解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汽車駕
駛人拒絕接受同條第 1 項第 1 款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者，吊銷其駕駛執照。同條例第 67 條第
2 項前段復規定，汽車駕駛人曾依第 35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3 年內不得考領駕
駛執照。又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14 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第 68 條另規定，汽車駕駛人因第 35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而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者，吊銷其持有各級車類之駕駛執照。」上開規定概皆： 

 (A) 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牴觸 (B) 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行動自由之意旨 

 (C) 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尚無牴觸 (D) 與憲法保障人民行動自由之意旨無違 

 (E) 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無違 

23. 憲法第 155 條規定，人民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為健全災害防救體制，
特制定災害防救法。下列敘述何者屬於災害防救法所規定之內容？ 

 (A) 受理通報災害或有發生災害之虞的對象包括消防或警察單位、村(里)長或村(里)幹事 

 (B) 災害防救法立法目的在於強化災害防救功能，亦兼顧國土之保全 

 (C) 各級政府成立災害應變中心後，實施指揮、督導、協調國軍、消防、警察、相關政府機關、
公共事業、民防團隊、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執行救災工作 

 (D) 災害應變中心依權責以各級政府名義優先使用傳播媒體與通訊設備，蒐集及傳播災情與緊
急應變相關資訊 

 (E) 對於不聽指揮或勸阻進入劃定警戒區域致遭遇危難，並由各級災害應變中心進行搜救而獲
救者，各級政府得就搜救所生費用，以書面命獲救者或可歸責之業者繳納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A0000001&FLNO=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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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國際人權概念有「人權國際化」和「公約憲法化」兩項特色，下列關於聯合國和國際人權的相

關敘述，何者正確？ 

 (A) 美國總統羅斯福最早提出「四項自由」（freedom），即言論及表達自由、信仰自由、免於

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B) 最早倡議簽署《聯合國宣言》的四國是中華民國、美國、蘇聯、英國 

 (C) 《聯合國憲章》於 1945 年通過，為二次世界大戰後建立聯合國組織奠定基礎 

 (D)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屬於三大「國際人權法典」之一 

 (E) 我國已制定實施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25. 為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經立法院三讀並由總統於民國 98 年 4 月公布實施「兩公約施行法」

（簡稱），已將聯合國 1966 年兩公約內容國內法化，前項所謂「兩公約」係指： 

 (A) 組織權及團體協商權原則之應用公約 (B) 消除各種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C)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D)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E) 防止及懲治殘害人權罪公約 

26. 依我國憲法與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行政院及立法院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須將應行提出於立法院之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

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其他重要事項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 

 (B) 行政院有向立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C) 立法委員在任期內任何時間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D) 行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逕行移請立

法院覆議 

 (E) 立法院得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如經全體立法委員記名投票表決二分之一以上贊

成，行政院院長應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立法院 

27. 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關於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認為，前述「國家」專指中央政府 

 (B)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認為，前述「國家」專指行政院及直轄市政府 

 (C) 國家以法律規定強制全體國民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係基於社會互助、危險分擔及公共利益

之考量而來 

 (D) 依現行規定，全民健康保險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E) 依現行規定，我國全民健康保險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 

28.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等社會福利工作，以下關於社會救助相關之敘述，

何者正確？ 

 (A) 依社會救助法規定，社會救助包括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 

 (B) 國家對於社會救助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 

 (C) 國家對於社會救助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但不得逾中央政府總預算百分之三十五 

 (D) 警察人員知悉有社會救助需要之個人或家庭時，應依其意願通報指定之公私立社會福利機構 

 (E) 警察機關發現無家可歸之遊民，依社會救助法規定應先安置其食宿，不願接受安置者，應

通知其家屬領回 

29. 憲法第 20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下列有關兵役制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在國防軍事無妨礙時，以不影響兵員補充、不降低兵員素質、不違背兵役公帄前提下，得

實施替代役 

 (B) 女性不用當兵，違反男女帄等原則 

 (C) 後備軍人遷移居住處違反申報義務者，處以刑事罰之規定，與憲法有所牴觸 

 (D) 依兵役法規定，役男經執行有期徒刑在監合計滿二年者，禁服兵役，稱為禁役 

 (E) 免除禁役者，倘仍在適役年齡，其服兵役之義務，並不因而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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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6  

30. 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憲法第 19 條規定所揭示之租稅法律主義，係指人民應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

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之義務 

 (B) 國家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 

 (C) 附著於土地之礦產屬於土地所有人所有，但應依法納稅 

 (D) 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政府不得照價收買 

 (E) 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力資本而增加者，不應由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 

31. 憲法第 21 條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凡 6 歲至 15 歲之國民為適齡國民，應受國民教育，未入學者實應強迫入學 

 (B) 直轄市、縣（市）應設直轄市、縣（市）強迫入學委員會，成員包括警政單位 

 (C) 鄉（鎮、市、區）應設鄉（鎮、市、區）強迫入學委員會 

 (D) 強迫入學委員會採取之強迫入學方式包括書面警告、罰鍰，並得繼續處罰至入學、復學為止 

 (E)  6 歲應入國民小學之國民，由當地戶政機關於每年五月底前調查造冊，並於七月十五日前

按學區通知入學 

32. 憲法第 24 條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得依法

律向國家請求賠償。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賠償之方法以金錢賠償為原則，回復原狀為例外 

 (B)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賠償之方法以回復原狀為原則，金錢賠償為例外 

 (C) 外國人皆不得請求我國國家賠償 

 (D) 國家賠償訴訟由普通法院審理 

 (E) 冤獄賠償法規定，曾受羈押而受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宣告者，若行為違反公共秩序或善良風

俗，一律不得請求國家賠償 

33. 依公務人員行政中立法規定，公務人員應嚴守行政中立，依據法令執行職務，忠實推行政府政

策，服務人民。依據該法規定，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 公務人員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B) 公務人員不得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 

 (C) 公務人員為支持特定政黨公職候選人，得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 

 (D) 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應依規定請假，長官得視情況拒絕 

 (E) 公務人員不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34. 憲法第 17 條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關於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規定，

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 軍事學校學生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B) 選舉訴訟由中央選舉委員會管轄 

 (C) 中華民國國民至少年滿 23 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 

 (D) 曾犯貪污罪，經判刑確定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E) 選舉區之劃分由行政院會同地方政府劃定 

35. 為規範及管理政治獻金，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確保政治活動公帄及公正，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已制定政治獻金法。依該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個人對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之捐贈，得於申報所得稅時，作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

每一申報戶可扣除之總額，不得超過當年度申報之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 

 (B) 政治獻金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受理政治獻金申報之機關為監察院 

 (C) 受理政治獻金申報之機關為各級選舉委員會 

 (D)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得捐贈政治獻金 

 (E) 所謂政治獻金包括黨費、會費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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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7  

36.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旨在端正政風，確立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下列敘述何者屬於該法規範內容？ 

 (A) 總統、副總統公職候選人之財產申報機關為監察院 

 (B) 無給職之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應申報財產 

 (C) 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應申報財產 

 (D) 司法警察主管人員應申報財產，其範圍另定之 

 (E) 公職人員生活與消費顯超過薪資收入者，且查有證據，得經中央政風主管機關核可後，指

定其申報財產 

37.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414 號、509 號、617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言論自由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 

 (B) 性言論之表現與性資訊之流通，不問是否出於營利之目的，應受憲法對言論及出版自由之

保障 

 (C) 言論及出版自由，旨在確保意見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實現自我之機會 

 (D) 以我國現況而言，若不實施誹謗除罪化，即屬違憲 

 (E) 藥物廣告之商業言論，與其他言論自由之保障足以等量齊觀，基於帄等原則，不應受較嚴

格之規範 

38. 關於我國中央與地方權限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分配，遇有爭議時，由立法院解決之 

 (B) 航政、郵政及電政事項由中央立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 

 (C) 度量衡事項由省縣立法並執行之 

 (D) 警察制度由中央立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 

 (E) 全國戶口調查及地方警衛制度由中央立法並執行之 

39.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立法委員選舉之政黨得票率達 3％時可分配政黨比例代表至少 1 席 

 (B) 公職人員競選經費最高金額為縣（市）議員新臺幣八百萬元、直轄市長新臺幣六千萬元 

 (C) 鄰長屬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稱之公職人員 

 (D) 公職人員就職未滿一年，不能提出罷免 

 (E) 縣市長選舉結果，得票數最高與次高之候選人得票數差距在千分之三以內，次高票候選人

得聲請查封全部或一部分選舉票，並進行重新計票 

40.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關於投票所或開票所之設置及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選舉人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者，應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

察員令其退出，並將其所持選舉票收回 

 (B)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 

 (C) 投票所應選擇具備無障礙設施之場地，若無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應使用相關輔具或器

材協助行動不便者完成投票 

 (D) 原住民公職人員選舉，不得將投票所設於區域選舉投票所內 

 (E)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即改為開票所，當眾唱名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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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8  

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共同科目(各學系) 

憲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B A B A B C D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D D D C C C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D CDE ABCDE ABC CD ABE BCD AB AE A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E AD CD AD AB CDE ABC AD DE ABCE 

 

中央警察大學 1 0 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標準答案釋疑結果 

 

【憲法】 

第 13題：本題原公布答案(D)，修正為(A)或(D)。 

第 27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CD)，修正為(CD)。 

 

【103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各科釋疑說明】 

 

【憲  法】 

第 13題：【考生 20927提】 

1.依題意「憲法及現行法律對於婦女參政權之保障，不包括何者」。原公布正確答案為 D無誤。另答案選

項(A)應屬正確答案。因總統副總統選舉、縣市長選舉等並未列婦女當選名額。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修正為(A)或(D)。 

第 27題：【考生 20436、20511、20649、20663、30002、30263、30321、30354、36064、36146、36158提】 

1.原公布正確答案為 B、C、D。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選項（B）非屬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CD)修正為(CD)。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高見公職〞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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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1  

中央警察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各學系 

科目：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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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中華民國憲法前言指出，中華民國憲法之制定，係受下列何者之付託？ 

 (A)全體國民  (B)全體國大代表 

 (C)全體立法委員  (D)全體大法官  

 

2. 中華民國領土變更案，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由下列何者提出？ 

 (A)總統 (B)大法官 (C)立法院 (D)全體國民 

 

3. 中華民國憲法明定人民身體自由應予保障。下列何者為憲法保留之依據？ 

 (A)憲法第 7條 (B)憲法第 8條 (C)憲法第 9條 (D)憲法第 10條 

 

4.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下列何者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A)檢察機關 (B)行政機關 (C)警察機關 (D)法院 

 

5. 下列何者屬於憲法保障之非列舉權？ 

 (A)生存權 (B)受國民教育權 (C)隱私權 (D)參政權 

 

6.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 24 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為

下列何種作為？ 

 (A)處罰 (B)提審 (C)賠償 (D)移送 

 

7.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第 16條明定之人民權利？ 

 (A)訴訟 (B)訴願 (C)複審 (D)請願 

 

8. 下列何者為人民應受保障且兼有權利與義務之性質？ 

 (A)應考試服公職 (B)納稅 (C)服兵役 (D)受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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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2  

9. 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24條之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負擔責任外，

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為下列何種作為？ 

 (A)賠償 (B)補償 (C)懲戒 (D)懲處 

 

10.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7號解釋首揭，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確定其真實父子身分關係，攸關

子女之下列何種權利，應受憲法保障？ 

 (A)工作權 (B)帄等權 (C)資訊自決權 (D)人格權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5號解釋意旨，下列何者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 

 (A)言論自由 (B)集會自由 (C)講學自由 (D)著作自由 

 

12. 凡屬限制人民權利之事項，立法者非不得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令以為法律之補充，惟其授權之

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屬合憲。此等要求稱之為： 

 (A)法律明確性原則 (B)法安定性原則 

 (C)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 (D)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 

 

13. 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111條之規定，中央與地方權限遇有爭議時，由何者解決？ 

 (A)司法院 (B)立法院 (C)行政院 (D)總統 

 

14.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得設國家安全會議？ 

 (A)國防部 (B)行政院 (C)參謀本部 (D)總統 

 

15. 依中華民國憲法規定，附著於土地之礦屬下列何者所有？ 

(A)國家所有 (B)土地所有權人所有 

(C)地方政府所有 (D)土地所有權人與地方政府所共有 

 

16. 總統於犯下列何種犯罪時，不得享有刑事豁免權？ 

 (A)殺人罪 (B)貪污罪 (C)外患罪 (D)賄選罪 

 

17.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相關現行法令規定，下列各項應設置之人數，何者錯誤？ 

(A)立法委員 112人 (B)考試委員 19人 

(C)監察委員 29人 (D)大法官 15人 

 

 

18. 下列何者不屬於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 

(A)統一解釋法令 (B)公務人員違法失職之懲戒 

(C)解釋憲法 (D)組成憲法法庭審理政黨違憲案件 

 

 

19. 監察院認為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有違法或失職情事時，得為下列何種提案？ 

 (A)糾正案  (B)起訴案  

 (C)懲戒或懲處案  (D)糾舉或彈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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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3  

20.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立法委員提出領土變更案時，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之提議、出

席及決議之比例為何？ 

(A)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出席，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 

 (B)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出席，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 

 (C)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出席，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  

(D)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決議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下列何者為中華民國憲法列舉之基本人權？ 

 (A)帄等權 (B)自由權 

 (C)財產權 (D)隱私權 

 (E)工作權   

 

 

22. 下列何者為中華民國憲法前言指出之憲法制定目的？ 

 (A)鞏固國權 (B)奠定社會安寧 

 (C)防止一切危害 (D)增進人民福利 

 (E)保障民權 

 

 

23. 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8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

何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 

 (A)行政機關 (B)立法機關 

 (C)警察機關 (D)司法機關 

 (E)法務機關   

 

24. 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15條規定，人民之下列何種相關權利，應予保障？ 

 (A)生存權 (B)工作權 

 (C)財產權 (D)人格權 

 (E)訴訟權 

 

25. 為公益與私利之衡帄，依我國憲法第 23 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

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寓含有下列何種原則？ 

 (A)公益原則 (B)誠信原則 

 (C)比例原則 (D)信賴保護原則 

 (E)法律保留原則   

 

26.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下列何者具有國民義務之性質？ 

 (A)服兵役 (B)選舉 

 (C)受國民教育 (D)納稅 

 (E)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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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36號解釋「檢肅流氓條例」（已廢止）關於「流氓」構成要件之用語，

下列何者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不符？ 

 (A)欺壓善良 (B)白吃白喝 

 (C)霸佔地盤 (D)品行惡劣 

 (E)遊蕩無賴   

 

28.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立法委員之敘述，何者正確？ 

 (A)任期 4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B)自由地區之每一直轄市或縣市之應選名額至少 1人 

 (C)自由地區直轄市與縣市之應選名額共 73 人  

 (D)自由地區帄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之應選名額各 3 人 

 (E)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之應選名額共 33人    

 

29.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5號解釋意旨，憲法保障之表現自由，應包括下列何者？ 

 (A)言論自由     (B)集會自由 

 (C)講學自由 (D)著作自由 

 (E)出版自由 

 

30.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行政院長之敘述，何者正確？ 

(A)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不需經由立法院同意 

(B)行政院長經總統之同意，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 

(C)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D)對行政院長之不信任案提出 72小時後，應於 48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 

(E)不信任案投票表決，如經全體出席之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院長應即辭職  

 

31. 下列何者屬於憲法本文上構成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基本原則？ 

 (A)民主國原則     (B)法治國原則 

 (C)共和國原則 (D)聯邦國原則 

 (E)君主國原則 

 

32.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省、縣地方制度之敘述，何者錯誤？ 

 (A)省設省政府，置省長 1人及委員 9人 

(B)省設省諮議會，省諮議會議員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C)省承總統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  

(D)省、縣地方制度，以法律定之 

 (E)縣之立法權，由縣議會行之   

 

33. 依現行規定，下列何者為地方自治團體？ 

 (A)臺灣省    (B)南投縣 

 (C)新北市林口區 (D)臺北市 

 (E)行政院   

34. 下列有關司法院院長之敘述，何者正確？ 

 (A)由總統提名    (B)經立法院同意 

 (C)為大法官會議主席 (D)具有大法官身分 

 (E)任期 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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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憲法修改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 

 (A)先由立法委員提出憲法修正案      

(B)修正案須公告半年 

 (C)再經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  

(D)有效同意票數超過實際出席參與投票之選舉人半數即通過 

 (E)應經大法官審議並由總統明令公布   

36.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下列有關公務人員之何者為考試院掌理事項？ 

 (A)請假     (B)銓敘 

 (C)退休 (D)撫卹 

 (E)保障   

37. 下列何者受任期之保障？ 

 (A)考試委員     (B)監察委員 

 (C)司法院大法官 (D)司法院副院長 

 (E)總統    

38. 下列何者屬於監察院之職權範圍？ 

 (A)彈劾權    (B)糾舉權 

 (C)懲戒權 (D)審計權 

 (E)訴訟權 

39. 依司法院大法官有關帄等權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憲法之帄等原則係指相對帄等而非絕對帄等 

 (B)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得為差別對待 

 (C)基於事物之本質得為差別對待  

(D)罰娼不罰嫖係與帄等原則不符合  

 (E)憲法之帄等原則只保障人民在法律形式上的帄等 

40. 中華民國憲法第 22 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

法之保障。依大法官會議解釋，下列何者可列入憲法第 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A)隱私權     (B)人格權 

 (C)資訊自決 (D)工作權 

 (E)信仰自由 

 

中央警察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憲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C B D C B C D A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B D A C A B D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E ABDE CD ABC ACE ACD ADE BCD ABCDE A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 AC BD ABCD ABC BCDE ABCE ABD ABCD ABC 

 

【104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各科釋疑說明】 
 

【憲  法】 

第 11題：【考生 20601、39011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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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此與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之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因集會自由乃含括集體權與個體權，為

一般人民不能行使上述其他四種自由權利時，仍得藉由集體權之集會遊行方式展現，故集會自由為實

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而該號解釋文僅在強調其他之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自由，同屬於

表現自由之性質。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 無誤。 

第 27題：【考生 20052提】 

1.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36 號解釋文第一段明白指出，檢肅流氓條例（已廢止）第二條第三款關於欺壓

善良之規定，以及第五款關於品行惡劣、遊蕩無賴之規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不符。至於其他要件則

不在該範圍內。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DE)無誤。 

第 31題：【考生 20228提】 

1.依據憲法第 1條民主共和國及第 8條憲法保留原則及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等憲法本文內容可知應為民

主國、共和國及法治國原則。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無誤。 

第 35題：【考生 20052提】 

1.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規定：「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

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因此，本題答案（A）先由立法委員提

出憲法修正案應為正確答案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無誤。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高見公職〞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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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刑事警察學系、水上警察學系 

科目：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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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誤認乙之大衣為己物而取之返家，甲成立何罪？ 

 (A) 竊盜既遂罪 (B) 侵占罪 (C) 竊盜未遂罪 (D) 無罪 

2. 甲砍殺乙致其腿部受傷，欲砍第二刀之際始發現殺錯人，乃停止殺害行為並逃離現場，乙自行

尌醫後無大礙，依最高法院之見解，甲之行為屬於下列何者？ 

 (A) 普通未遂    (B) 中止未遂 (C) 不能未遂 (D) 準中止未遂 

3. 刑法第 55 條「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之規定，與下列何者關係最為密切？ 

 (A) 罪疑唯輕原則     (B) 罪刑相當原則  

 (C) 從輕原則  (D) 罪刑法定原則 

4. 甲擁有一枚台灣獨一無二的郵票，因聽聞乙也有一枚相同的郵票，恐該枚郵票之出現將大幅降

低其郵票的價值，雖無意燒燬乙屋，卻向乙誆稱如不交出該枚郵票，將放火燒燬乙屋，乙因誤

信甲會燒燬其房子而畏懼，乃交付郵票予甲，甲隨即撕毀該枚郵票並揚長而去，甲應論以何罪？ 

 (A) 詐欺取財罪    (B) 恐嚇取財罪 (C) 竊盜罪 (D) 毀損罪 

5. 承第 4 題，甲構成該罪之理由為何？ 

 (A) 因甲無不法所有之意圖     (B) 因甲行使詐術使乙陷於錯誤 

 (C) 因乙無交付郵票之意思 (D) 因乙心生畏懼而交付郵票 

6. 甲見乙身帶尖刀前來尋仇，即用木棍打去，奪得尖刀將乙殺斃，依最高法院見解，甲之行為應

如何評價？ 

 (A) 正當防衛 (B) 過當防衛 (C) 偶然防衛 (D) 不構成防衛 

7.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便衣刑警甲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的規定對乙執行緊急拘捕，乙誤甲為綁匪而以武力

反抗甲之逮捕行動，乙成立妨害公務罪 

 (B) 自強號火車列車長甲查票時，被查驗人乙因找不到車票被要求補票而與甲爭吵並將其打

傷，乙不成立妨害公務罪 

 (C) 環保人員甲於路邊攔停機車騎士乙，執行汽機車排放廢氣檢查完畢，又發現乙未戴安全

帽，乃通知警察前來取締並強予留置，乙以武力反抗甲之留置，乙成立妨害公務罪 

 (D)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甲私自跨越轄區至桃園縣執行違規停車拖吊，車主乙認其無權拖

吊，而與其爭吵並打傷甲，乙成立妨害公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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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為下列行為，依最高法院之見解，何者不成立偽造或變造文書罪？ 

 (A) 偽造機車引擎號碼 

 (B) 將合約原本影印後，竄改部分內容，重加影印 

 (C) 偽造他人名片 

 (D) 偽造僅記載姓名及一定金額之民間合會標單 

9.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刑事被告遵傳應訊後，經承辦法官諭令法警帶同取保時乘機脫逃，該被告成立脫逃罪 

 (B) 法警於實施拘提之際並未依法出示拘票，但被拘人明知其為實行拘提仍乘機脫逃，被拘人

成立脫逃罪 

 (C) 視為撤銷羈押之被告未經釋放而脫逃，該被告不成立脫逃罪 

 (D) 警察下班返家途中，被歹徒毆傷後，奮不顧身將乙逮捕，於帶返警所途中，乙掙脫逃逸，

乙成立脫逃罪 

10. 若 A 罪之構成要件要素為 a、b、c、d、e，B 罪之構成要件要素為 a、b、c、d，則 A、B 二罪

之構成要件具有何種關係？ 

 (A) 特別關係     (B) 補充關係  

 (C) 結合關係  (D) 想像競合關係 

11. 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法官迴避之規定，與下列何者有密切關係？ 

 (A) 公平法院之確保  (B) 法官法定原則  

 (C) 法官獨立審判  (D) 法官保留原則   

12. 下列何者與被告之防禦權無關？ 

 (A) 不自證己罪原則   (B) 緘默權  

 (C) 無罪推定原則     (D) 辯護人之選任   

13. 檢察官於提起公訴後第一審辯論終結前，發現有應不起訴或以不起訴為適當之情形，依法撤回

起訴時，法院應如何處理？ 

 (A) 為不受理判決     (B) 為免訴判決  

 (C) 為無罪判決  (D) 無庸為任何裁判 

14. 自由心證原則係指下列何者？ 

 (A) 證據能力之有無由法官自由判斷    (B) 證據價值之高低由法官自由評價 

 (C) 證據方法由法官自由選擇 (D) 證明之程度由法官自由決定   

15. 下列何者為實體裁判？ 

 (A) 無罪判決 (B) 免訴判決 (C) 不受理判決 (D) 管轄錯誤判決   

16. 甲向警察提出告訴稱：「乙、丙聯手分別用我的手機和筆記型電腦向我丟來，打傷我的臉和胸

部，手機和電腦也都掉到地上壞了，我要告乙傷害罪」，依最高法院之見解，甲對乙之傷害行

為提出告訴之效力為何？ 

 (A) 效力及於乙之毀損器物罪 (B) 效力不及於乙之毀損器物罪 

 (C) 效力不及於丙之傷害罪 (D) 效力及於丙之毀損器物罪 

17. 甲、乙共同決意以怪手竊取郵局提款機，到達現場遇見不認識的丙正竊取郵局之財物，乃各自

進行竊取行動，甲開怪手將提款機自牆壁挖出後，放入乙駕駛之貨車載走，丙亦竊得其想要之

財物，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以竊盜罪起訴甲，於一審辯論終結前檢察官又為各種追加起訴，

法院之處理，下列何者有誤？ 

 (A) 追加起訴乙竊盜，法院為實體判決     

 (B) 追加起訴丙竊盜，法院為不受理判決 

 (C) 追加起訴甲毀壞建築物，法院為不受理判決  

 (D) 追加起訴丙竊盜，法院為實體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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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下列何種自訴之情形，法院不應諭知不受理判決？ 

 (A) 直接被害人對配偶提起自訴      

 (B) 被害人對直系尊親屬提起自訴 

 (C) 直接被害人對檢察官開始偵查之告訴乃論案件提起自訴  

 (D) 被害人對檢察官已偵查終結之非告訴乃論案件提起自訴 

19. 刑事訴訟法第 273 條「法院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傳喚被告或其代理人，並通知檢察官、辯

護人、輔佐人到庭，行準備程序…」；第 293 條「審判非一次期日所能終結者，除有特別情形

外，應於次日連續開庭；如下次開庭因事故間隔至十五日以上者，應更新審判程序。」此等規

定為下列何種原則之體現？ 

 (A) 集中審理原則     (B) 言詞審理原則  

 (C) 公開審理原則     (D) 直接審理原則 

20. 檢察官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及其他證據，認為被告犯行明確而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法

院為下列何種判決時，應變更為通常程序始得判決？ 

 (A) 無罪    (B) 拘役  

 (C) 罰金  (D) 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甲刺殺乙，致乙手臂受傷，丙駕車送乙至醫院急救途中，因丙違規超車，而與對向來車相撞致

乙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尌條件理論言，甲的刺殺行為與乙的死亡結果有因果關係    

 (B) 尌條件理論言，丙的違規超車行為與乙的死亡結果有因果關係 

 (C) 尌客觀歸責理論言，甲的刺殺行為製造了法律所不允許的風險  

 (D) 尌客觀歸責理論言，丙的違規超車行為製造了法律所不允許的風險 

 (E) 尌客觀歸責理論言，乙的死亡結果可歸責於甲的刺殺行為   

22. 尌現行刑法而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不純正不作為犯都是結果犯    (B) 過失犯都是結果犯 

 (C) 純正不作為犯都是結果犯           (D) 不純正不作為犯所觸犯的都是誡命規範 

 (E) 過失犯沒有不作為犯 

23. 下列甲之何種行為成立間接正犯？ 

 (A) 甲明知乙為有夫之婦，丙為有婦之夫，卻故意隱瞞撮合二人發生性關係     

 (B) 甲抓乙手打傷丙臉 

 (C) 甲為了不法取得乙的財物，以偽造的證據使法官丙陷於錯誤，判決乙應交付該財物，甲因

而得財  

 (D) 甲誘引不知情的乙觸摸高壓電線，致乙被電擊斃 

 (E) 甲以糖果誘使六歲孩童乙進入商家行竊   

24. 下列何罪包含二個以上之犯罪行為？ 

 (A) 傷害致死罪  (B) 結合罪  (C) 強盜罪  

 (D) 通姦罪  (E) 竊盜罪 

25. 下列何種競合關係必出於數個犯罪行為？ 

 (A) 想像競合   (B) 實質競合  (C) 法規競合  

 (D) 不罰之前行為 (E) 不罰之後行為   

26. 甲欲射殺乙，因射擊欠準，將坐在乙旁邊的丙擊斃，甲之行為應如何論處？ 

 (A) 甲成立殺人既遂罪     (B) 甲成立過失致死罪 

 (C) 甲成立殺人未遂罪 (D) 甲成立二個罪 

 (E) 甲成立數罪且實質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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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逃犯甲為籌逃亡經費，於某日午後闖入乙的公司，以現場之螺絲起子開啟木櫃內的珠寶箱，取

得現金一萬元，離去之際不慎打破名貴花瓶驚醒午睡之乙，甲拔腿而逃，乙即追捕欲奪回失物，

甲於逃離現場 50 公尺處被乙追及，為脫免逮捕防護竊物，甲乃將乙推倒在地後逃之夭夭，甲

應論以何罪？ 

 (A) 普通竊盜罪  (B) 加重竊盜罪  

 (C) 準強盜罪  (D) 強制罪  

 (E) 毀損罪 

28. 依最高法院判例之見解，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 在醫院充當助手的甲，如非擔任治療業務，則其對於求診者施藥致死，甲成立普通過失致

死罪 

   (B) 甲見乙將其所配帶裝有子彈的手槍取出把玩時，未加阻止，致手槍走火，而將乙擊斃，甲

仍應負過失致死之責 

 (C) 貨車司機甲駕駛前未先檢查煞車是否靈敏，於駕駛中因煞車不靈，壓斃人命，甲應成立業

務過失致死罪  

 (D) 甲以駕駛小貨車販賣錄音帶為業，於駕駛該小貨車販賣錄音帶途中撞傷乙，甲成立業務過

失致傷罪 

 (E) 甲以養豬為業，從事豬隻之生產、養殖、管理、出售工作，平日並不必經常駕駛貨車載運

豬隻或養豬所需之飼料，某日因欲往豬舍養豬，單純駕駛小貨車以為代步之工具，途中撞

死乙，甲應論以普通過失致死罪   

29. 下列甲之行為，何者屬於集合犯？ 

 (A) 公職候選人甲分別向十個選舉權人行賄投票      

 (B) 甲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分次收集十張偽造之貨幣 

 (C) 甲一口氣毆擊乙十拳致乙受傷  

 (D) 甲公然聚眾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脅迫 

 (E) 甲結夥十人到乙家強盜   

30. 警察甲查獲毒犯乙、丙吸毒，向乙、丙提議給錢即不舉發，乙認為合算即答應，丙則不為所動；

兩天後甲又查獲丙販毒，甲認為時機成熟，乃再次向丙索求財物，並告訴丙販毒之罪刑遠比吸

毒重，如不遵從即二罪一併舉發，自己最好想清楚，丙因而心生畏懼，只好決定依甲所示給予

錢財，甲旋即被督察單位查獲上情，且甲亦尚未從乙、丙處獲得分文，下列敍述何者為是？ 

 (A) 甲向乙索求財物應成立違背職務收賄既遂罪      

 (B) 乙答應給甲錢財應成立違背職務行賄既遂罪 

 (C) 甲向乙索求財物尚未獲分文，甲應成立違背職務收賄未遂罪  

 (D) 甲第二次向丙索求財物，甲應成立假借職務上權力機會恐嚇取財未遂罪 

 (E) 甲第二次向丙索求財物，甲應成立違背職務收賄未遂罪  

31. 偵查追訴機關發現犯罪案件時，即應開始偵查起訴之規定，與下列何者有密切關係？ 

 (A) 不採私人追訴而採國家追訴之方式   (B) 國家獨占刑事司法 

 (C) 告訴不可分原則 (D) 職權進行主義 

 (E) 令狀原則   

32. 下列有關「案件」及「訴」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訴」係指為確定具體刑罰權而進行之訴訟關係      

 (B) 檢察官尌數人之犯罪行為以一起訴書起訴，形成一個訴訟關係 

 (C) 案件是刑事訴訟審理的客體  

 (D) 案件是由被告和犯罪事實組成 

 (E) 訴訟關係是由法院和當事人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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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關於作為訴訟客體之單一案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單一案件之所以不可分是因為國家對於單一案件只有一個刑罰權     

 (B) 檢察官對於單一案件為一部起訴，法院仍得尌該案件之全部加以審理 

 (C) 檢察官尌單一案件起訴之後，如為一部撤回，應視為全部撤回  

 (D) 法院尌單一案件為一部判決，應另以判決尌漏判之他部補判 

 (E) 單一被告之單一犯罪事實固為單一案件，單一被告之數個犯罪事實亦為單一案件  

34. 下列何者是以同一被告、同一犯罪事實之同一案件為前提？ 

 (A) 牽連管轄    (B) 辯論程序之分離 

 (C) 變更起訴法條 (D) 一事不再理原則 

 (E) 管轄競合   

35. 下列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何者與比例原則有關？ 

 (A) 執行拘提或逮捕，應注意被告之身體及名譽      

 (B) 羈押於其原因消滅時，應即撤銷羈押，將被告釋放 

 (C) 搜索婦女之身體，應命婦女行之。但不能由婦女行之者，不在此限 

 (D) 抗拒搜索者，得用強制力搜索之。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 

 (E) 管束羈押之被告，應以維持羈押之目的及押所之秩序所必要者為限   

36. 下列何者未採法官保留原則或為法官保留原則之例外？ 

 (A) 羈押     (B) 偵查中之拘提 

 (C) 另案扣押 (D) 附帶搜索 

 (E) 第 88 條之 1 的緊急拘捕   

37. 傳聞證據應予排除的理由為何？ 

 (A) 不能行交互詰問     (B) 供述不具任意性的可能性過高 

 (C) 可信性太低 (D) 與待證事實無關聯性 

 (E) 不屬於嚴格證明之證據方法 

38. 甲開車不小心同時撞到乙、丙二人，乙死，丙重傷並昏倒在地，甲下車見丙頸項掛有貴重黃金

項鍊一條，另起貪念取走該條項錬，經第一審法院判決甲成立過失致死、過失致重傷及竊盜罪，

甲尌過失致死罪提起上訴，下列敍述何者為是？ 

 (A) 未上訴之竊盜罪產生既判力，上訴審不得重為審判     

 (B) 上訴審審判之範圍僅及於過失致死 

 (C) 上訴審法院應尌過失致死與過失致重傷一併審判  

 (D) 如上訴審法院僅尌過失致死部分審判，判決之效力及於竊盜部分 

 (E) 如上訴審法院僅尌過失致死部分審判，過失致重傷部分未審判即屬「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

判決」之違法   

39. 刑事訴訟法「審判期日被告不到庭者不得審判」之規定，下列何者為其例外？ 

 (A) 被告未受許可而退庭  

 (B) 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 

 (C) 法院認為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  

 (D) 於第二審審判期日，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 

 (E) 於第一審審判期日，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但有辯護人到庭   

40. 下列何者得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聲請再審？ 

 (A) 受判決人     (B) 管轄法院之檢察官 

 (C) 受判決人之配偶 (D) 自訴人 

 (E) 受判決人之法定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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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100 年 6 月 10 日修正版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A B D A D B C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D B A B B C A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 AB CDE ABC或

BC 

BDE BCD BD或

ABD 

ABCDE AB AB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 ACDE AB CDE ABCDE BCDE AC ACE ABCD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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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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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刑事警察學系、水上警察學系 

科目：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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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試題之中，如有謂「依實務見解」，所指的並非警察機關之見解，亦非檢察機關之見
解，而是指最高法院或司法院之見解。 

5.本試題共 5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甲與同夥乙共同計畫對富商綁架勒贖後撕票，在綁架富商後將其拘禁於同夥乙龜山鄉的住處，

此時甲之友人丙得知後自願加入並以電話向富商之家人勒贖，請問丙可能成立刑法第 348條擄

人勒贖罪結合犯之何種犯罪參與型態? 

(A) 間接正犯    (B) 教唆犯 (C) 共同正犯 (D) 幫助犯 

2. 甲於捷運車站前無預警將乙頭上所綁之馬尾以利剪剪下後逃逸，請問甲可能成立何罪? 

(A) 傷害未遂罪    (B) 毀損罪 (C) 強制罪 (D) 無罪 

3. 某消防隊員於執行交通肇事現場救助任務時遭另一車輛撞擊，隨即被送往醫院救治，然其傷勢

嚴重，經急救醫師判斷非截肢無以救助其生命，然而該隊員卻明白表示寧死也不願截肢，但醫

師仍強行為之，請問該醫師可能成立何罪? 

(A) 強制罪     (B) 重傷罪 (C) 普通傷害罪 (D) 無罪 

4. 甲與妻女居住於一處公寓，某日甲與妻子爭吵，憤而外出飲酒，深夜返家後發現妻女已負氣回

娘家，甲一氣之下便拿起打火機將窗簾家俱點火燒燬，後幸經消防隊撲滅，火勢並未延燒至鄰

居。請問甲可能成立何罪? 

(A) 刑法第 173 條第 1 項放火燒燬現住建築物之未遂罪  

(B) 刑法第 174 條第 2 項放火燒毀自己所有之非現住建築物未遂罪  

(C) 毀損罪  

(D) 第 176條之準放火罪 

5. 甲將乙所開立之支票以影印之方式將支票之影本金額作變更。請問甲可能成立何罪? 

(A) 偽造公文書    (B) 變造公文書 (C) 偽造私文書 (D) 變造私文書 

6. 刑法 94年修正施行後，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何? 

(A) 舊台幣     (B) 銀元 (C) 人民幣 (D) 新台幣 

7. 承上題，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幾倍? 

(A) 十倍   (B) 二十倍 (C) 三十倍 (D) 四十倍 

8. 承上題，民國 72年 6月 26日至 94年 1月 7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幾倍? 

(A) 一倍 (B) 二倍 (C) 三倍 (D) 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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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刑法第 37條第 1項規定，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宣告褫奪公權終身。此稱為何種褫奪? 

(A) 任意褫奪    (B) 必要褫奪 (C) 法定褫奪 (D) 意定褫奪   

10. 甲經羈押十數年後，判決仍未確定。請問甲現在可按何種法律獲得釋放? 

(A) 羈押法     (B) 刑事訴訟法 (C) 刑事妥速審判法 (D) 刑法 

11.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刑事訴訟法中保全被告的方法僅有具保與限制住居     

(B) 具保與限制住居不可同時併行 

(C) 具保與限制住居併行並不產生「一罪二罰」之問題  

(D) 責付需以金錢擔保之   

12. 勘驗現場有檢察官、書記官、檢察事務官及司法警察。請問下列何者為製作勘驗筆錄之主體? 

(A) 檢察官    (B) 書記官 (C) 檢察事務官 (D) 司法警察   

13. 依大法官釋字第 392號解釋，下列何者具有羈押權? 

(A) 法官     (B) 檢察官 (C) 書記官 (D) 司法警察官 

14. 偵查中許可羈押，由下列何者指揮執行之?  

(A) 法官   (B) 檢察官 (C) 檢察事務官 (D) 司法警察官   

15. 有關許可具保停止羈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已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不得限制被告之住居  

(B) 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如聲請人願繳納所指定之保證金額者，免提出保證書  

(C) 繳納保證金須以現金為之  

(D) 指定之保證金額僅限於聲請人繳納，不得由第三人代為繳納   

16. 有關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無罪推定原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檢察官起訴前推定犯罪嫌疑人無罪    

(B) 被告經起訴後即不可推定其無罪 

(C) 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D) 被告經審判證明無罪確定前，皆應推定為有罪 

17. 犯罪事實應依何者認定之? 

 (A) 檢察官之充分懷疑 (B) 警察人員之經驗 

 (C) 證據  (D) 被告所違犯之法條   

18. 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 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依實務

見解其中所謂的共犯不包括何者? 

 (A) 共同正犯    (B) 教唆犯 (C) 幫助犯 (D) 對向犯   

19. 某刑案目擊證人甲向司法警察乙陳述丙為加害人，而警察乙當時未錄影、錄音或製作詢問筆

錄，嗣後法院公審時，因甲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乙之經驗陳述非屬傳聞證詞     

(B) 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 僅明定「…所為之陳述」，而無明文要求被告以外之人之陳述皆

須記載於筆錄或有錄影、錄音為憑證始得作為證據，故乙代替甲到庭陳述之傳聞證據，

可以具有傳聞之例外 

(C) 乙之陳述雖屬傳聞證詞，但其未依法製作詢問筆錄，且未錄影、錄音，使得甲之陳述欠缺

證據之形式成立要素，且乙非親自見聞犯罪事實發生經過之人，故無傳聞例外之適用                                   

(D) 因乙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1 連續錄影、錄音之規定，故處罰其傳聞證詞不得作為傳

聞之例外   

20. 下列何者不屬於法定阻卻違法事由? 

 (A) 依法令之行為    (B) 正當防衛 (C) 緊急避難 (D) 推定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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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葉少爺於深夜駕車重創過路的婦人後，見四下無人便匆匆忙忙駛離現場，該婦人因為未及時送

醫而死亡，葉少爺於一公里外為警查獲，其酒測呼氣值達 0.57mg/L，依實務見解，若該婦人

因葉少爺之逃逸而發生客觀上能預見而不預見之死亡情形，請問葉少爺可能成立何罪? 

(A) 肇事逃逸罪    (B) 不能安全駕駛罪 

(C) 過失致傷罪  (D) 遺棄罪致死罪 

(E) 殺人罪   

22. 承上題，葉少爺於接受偵查機關訊問時，冒用錢少爺的姓名應訊，檢察官以錢少爺的名義起訴

葉少爺，第一審仍以錢少爺名義對葉少爺裁判。於上訴審法院始發現這個葉少爺係冒用他人名

義接受審判，試問上訴審對於原審法院之判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認為原審法院係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     

(B) 認為無適用法律違誤之違法情形 

(C) 認為適用法律有違誤之違法情形存在                                   

(D) 認為原審法院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的情形 

(E) 認為原審將冒名為錢少爺之葉少爺列為被告，並予以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266 條規定 

23. 甲與乙共同計畫並實行擄人勒贖後將肉票撕票，甲等一夥人之後為警捕獲，乙隨即供述其與甲

之犯罪自白，法院直接引用該自白判處甲死刑。試問依大法官釋字第 582號解釋，該判決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 無違法不當     

(B) 已排除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 

(C) 違反嚴格證明法則  

(D) 承認共同被告於其他共同被告案件之證人適格 

(E) 忽略自白證明力之限制規定   

24. 通緝犯甲有多次槍砲及麻藥前科，警方據線報前往埋伏探查，於地下室停車場攔車盤查甲，就

在盤查之際，甲開車衝撞警方盤查人員，經警方開槍射擊後始制止，並逕行逮捕之。對後續警

察搜索作為，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警察人員應即刻請求檢察官核發搜索票以搜索甲之身體     

(B) 警察人員應即刻請求法院核發搜索票以搜索甲之身體 

(C) 警察人員得直接搜索其身體及隨身物件  

(D) 警察人員應逕行搜索住處 

(E) 警方的搜索作為應符合情形急迫的要件 

25. 承上題，如果警方逕行搜索甲的住處，發現桌子後面夾層藏有海洛因時，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 不可依刑事訴訟法第 137 條附帶扣押之規定扣押之      

(B) 該查扣不違反第 130 條附帶搜索之規定 

(C) 該查扣之毒品並非絕對不具證據能力  

(D) 可以補請法院扣押之 

(E) 警察依法不可搜索該夾層   

26. 刑事訴訟法上對於緊急搜索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須情形急迫     

(B) 非迅速搜索，12 小時內證據有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之虞者 

(C) 應由法官親自為之                                   

(D) 若由檢察官親自為之須層報檢察長 

(E) 若由檢察官親自為之須層報檢察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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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通緝犯甲有多次槍砲及麻藥前科，警方據線報認為甲可能於其住處藏有槍械、毒品及其他共犯

數名，因此警方乃埋伏探查，發現該住處人員出入複雜，因此決定改埋伏於地下室停車場攔車

盤查甲，就在盤查之際，甲開車衝撞警方盤查人員，經警方開槍射擊後始制止，並逕行逮捕之。

此時顧及槍聲可能驚動甲之同夥，因此直接進入甲之住處逕行搜索並查獲大量毒品、槍枝等

物。搜索完竣後即刻陳報該管檢察署之檢察官，但是卻疏於執行後三日內陳報法院。依實務見

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因警方未陳報法院，因此取得之證據係違法取證     

(B) 警方疏忽未陳報法院係惡意、恣意之違法取證 

(C) 甲具有多項前科，並且被查獲大量毒品及槍械等涉多項重罪，而警察未陳報法院尚屬輕

微，因此國家之追訴利益優於甲之個人利益，所扣押之毒品及槍械具有證據能力  

(D) 警察違法取證與扣押槍毒，違反比例原則 

(E) 警察可不陳報法院   

28. 下列何者係屬得實施扣押之人? 

 (A) 法官      (B) 檢察官 

 (C) 書記官  (D) 檢察事務官 

 (E) 法警   

29. 警察原為偵查走私槍械而聲請監聽票，惟監聽過程偶然當中，發現受監察人販賣毒品等情事，

對此另案監聽所取得之證據，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種正確? 

(A) 係違法取得證據，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58 之 4 證據排除權衡之規定      

(B) 非違法取得之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 158 之 4 之適用 

(C) 可依另案扣押之法理將另案監聽之證據作為另案之證據使用  

(D) 無善意例外原則之適用 

(E) 有善意例外原則之適用   

30.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商店為防制犯罪所自行錄影之錄影帶非警察機關所製作，因此無證據能力      

(B) 法院將該等錄影帶翻拍為照片時，即可按物證踐行證據調查程序 

(C) 該等錄影帶之相關畫面經檢察官實施勘驗，製成勘驗筆錄時，即可按書證踐行證據調查程

序  

(D) 在前述(C)的情形時，若法院未另外將該錄影帶提示於被告，將成立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

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情形 

(E)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關犯罪之錄影帶，不可翻拍為照片或製作勘驗筆錄   

31. 有關私人取證問題，按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由於非偵查機關按照法律所取得，因此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     

(B) 私人錄製之錄音帶如非違法取得，且已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亦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 

(C) 私人違法取證並無普遍性，且對方私人得請求民事損害賠償或訴諸刑事追訴或其他法律救

濟機制，故原則上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  

(D) 前述(C)的情形包括以暴力、刑求之方式取得被告之自白或證人之供述 

(E) 法院禁止私人取證活動   

32. 下列有關和誘罪與準略誘罪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前者之被誘人為未滿 20 歲之男女；後者為未滿 16 歲之男女     

(B) 前者的手段為和誘；後者為略誘 

(C) 前者無須將被誘人置於自己實力之下；後者則否  

(D) 兩者皆以被誘人有自主意思而得其承諾即可成立 

(E) 兩者皆必須是已婚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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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具公務員身分之甲利用不知情而有相關職務之公務員乙，使乙於其職務上所掌之文書上登載

不實之事項。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可成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間接正犯     

(B) 乙如果具有對該事項之實質審查權，則甲不成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C) 乙如果一經他人申明或申報，即有登載之義務者，甲成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D) 甲與乙係共同實行犯罪，依刑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甲成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共同正

犯 

(E) 甲成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幫助犯   

34. 下列哪些是我國刑法中之易刑處分? 

(A) 易科罰金     (B) 易服勞役 

(C) 易服社會役  (D) 易服社會勞動 

(E) 易服拘役   

35. 依刑法第 51 條規定數罪併罰者，各罪均為最重本刑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其合併執行刑逾

六個月者，應作下列何種判斷? 

(A) 可適用刑法第 41 條規定得易科罰金      

(B) 排除刑法第 41 條規定之適用 

(C) 可易以訓誡  

(D) 易科罰金後，其所受宣告之刑以已執行論 

(E) 不得易科罰金並不違反憲法第 23 條   

36. 下列何者為褫奪公權之內容? 

 (A) 為公務員之資格     (B) 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C) 行使創制複決權  (D) 行使選舉罷免權 

 (E) 受赦免之權   

37. 下列何者屬於刑法之從刑? 

(A) 褫奪公權      (B) 沒收 

(C) 追徵追繳或抵償  (D) 易服社會勞動 

(E) 易科罰金 

38. 共同正犯中之一人甲於未遂階段為警查獲並遭羈押，惟未中斷犯意，其他共同正犯賡續實行該

犯罪，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之行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遭到中斷     

(B) 甲之行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未遭到中斷 

(C) 甲就發生犯罪之全部結果負責任  

(D) 甲僅成立幫助犯 

(E) 甲不負任何刑責   

39. 實務上認定刑法第 26條中「無危險」之意義為何? 

 (A) 行為人主觀認為無危險 (B) 行為人須出於重大無知 

 (C) 行為人之行為不足以造成社會不安感 (D) 只要行為不能發生結果即是無危險 

 (E) 危險之有無，以客觀事實認定之   

40. 甲欲槍殺乙，但是槍法不準而將位於乙旁的丙殺死。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對乙成立殺人未遂罪      

(B) 對丙成立故意殺人罪 

(C) 對乙的罪與對丙的罪兩者係法規競合關係  

(D) 對乙的罪與對丙的罪兩者係想像競合關係 

(E) 對乙的罪與對丙的罪兩者係數罪併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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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C D A C D C C C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B A B B C C D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 BD BCE ABDE ACE AD AC ABD BCE B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E AD BC ABD AD AB ABC BC BCE AD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高見公職〞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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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刑事警察學系、水上警察學系 

科目：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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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試題之中，如有謂「依實務見解」，所指的並非警察機關之見解，亦非檢察機關之見

解，而是指最高法院或司法院之見解。 

5.本試題共 7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刑法第 91 條之 1：「犯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

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

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

制治療：一、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二、

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第

1 項）「前項處分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執行期間應每年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療

之必要。」（第 2 項）問此規定最有可能違反下列何項原則？ 

(A) 信賴保護原則  (B) 明確性原則 

(C) 法律保留原則  (D) 法律優位原則 

 

2. 住在台北市士林區而於桃園市上班的公務員甲，在新北市林口區將其職務上所持有的國防秘密

文書洩漏給住於桃園縣龜山鄉的乙。問甲之犯行應由下列何者管轄？ 

(A) 士林地方法院 (B) 新北地方法院 (C) 桃園地方法院 (D) 台灣高等法院 

 

3. 原住民甲夜裡持獵槍至森林打獵，見約 100 公尺處有一微弱亮光，其以為是山羌的眼睛，立即

朝該亮光處瞄準開槍射擊，結果卻傳來人的慘叫聲，甲趕緊跑過去察看。原來，甲所擊中的不

是山羌，而是帶著頭燈正在挖地瓜的另一原住民乙。問甲之此等誤認係屬刑法學理上何種錯

誤？ 

(A) 構成要件錯誤  (B) 容許構成要件錯誤  

(C) 反面的構成要件錯誤 (D) 反面的容許構成要件錯誤 

 

4. 甲於晚上十點多至住家附近公園散步，突然聽到有女子尖叫聲，甲立即跑過去一看，原來有一

男子乙在公園內「露鳥」到處走動且作出猥褻行為，甲立即將其抓住，扭送至警局。經警察對

乙製作完詢問筆錄後，擬將其移送至地檢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之逮捕行為不合法，因為甲並非警察，其無逮捕權限   

(B) 甲之逮捕行為不合法，因為乙僅涉及公然猥褻之輕微犯罪，甲對乙施以侵害人身自由之逮

捕，違反比例原則，過度侵害其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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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警察於製作完警詢筆錄之後，得依犯罪情節之輕重及證據資料之多寡，決定是否將乙解送

至地檢署 

(D) 警察經檢察官之許可後，得不將乙解送至地檢署，而予以釋放 

 

5. 甲的貨車後車燈故障，卻仍於深夜大霧中（能見度僅數公尺）開車上路，途中遭警察乙攔停至

路邊開罰單取締，但乙並未在該貨車後方作任何警示設置。當乙正在開罰單之際，正好有位機

車騎士丙朝貨車方向依速限行駛過來，其因能見度奇差且貨車後方無任何照明設備，俟丙發現

該貨車時，閃避不及而撞上，丙倒地受傷。問丙之受傷結果，客觀上應歸責於下列何者？ 

(A) 甲駕駛後車燈故障的貨車上路    

(B) 乙在攔停甲貨車後未設置警示標誌  

(C) 丙於深夜大霧騎車上路  

(D) 甲駕駛後車燈故障的貨車上路以及乙在攔停甲貨車後未設置警示標誌 

 

6. 公務員甲涉嫌收賄，檢調人員經長期蒐證後，見時機成熟時，將甲拘提到案。在經過連續十小

時偵訊後，認為甲犯罪嫌疑重大，且有湮滅證據與勾串共犯之虞，乃向法院聲請羈押。法院審

理後，認為有羈押之必要，乃裁定予以羈押。問甲如對該羈押之裁定不服，應如何救濟？  

(A) 向原法院聲明異議 (B) 向原法院提出準抗告 

(C) 向直接上級法院提出抗告 (D) 向直接上級法院聲請撤銷羈押 

 

7. 下列何者屬於刑法學理所稱之「客觀處罰條件」？ 

(A) 刑法第 130 條：「公務員廢弛職務釀成災害者，處……」，其中所稱「釀成災害」 

(B) 刑法第 177 條第 1 項：「漏逸或間隔蒸氣、電氣、煤氣或其他氣體，致生公共危險者，

處……」，其中所稱「致生公共危險」 

(C) 刑法第 210 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其中所稱「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D) 刑法第 238 條：「以詐術締結無效或得撤銷之婚姻，因而致婚姻無效或得撤銷之裁判確定

者，處……」，其中所稱「因而致婚姻無效或得撤銷之裁判確定」 

 

8. 甲犯恐嚇取財與傷害罪兩罪，經一審判決後，其僅對恐嚇取財罪部分提起上訴。在二審判決確

定後，甲同時對於恐嚇取財罪與傷害罪均聲請再審，如果第二審法院就恐嚇取財罪部分為開始

再審之裁定，則有關傷害罪部分之再審應由下列何者管轄？ 

(A) 第一審法院  (B) 第二審法院  

(C) 由上級審法院裁定管轄法院 (D) 上級審法院 

 

9. 「信義之狼」甲經常流連於台北市信義區各夜店獵豔。某日，甲又來到 L 夜店，沒多久便注意

到身材惹火的靚女乙。甲藉機找乙搭訕，兩人交談一會後，甲點了一杯飲料請乙女喝，但其趁

乙不注意時，在飲料內摻了幾顆俗稱液態快樂丸（即為 GHB，無色無味，屬中樞神經抑制劑，

10 至 20 分鐘產生作用）。乙不疑有詐，幾口便將飲料喝完，十幾分鐘後，乙開始神智不清。

甲見機不可失，立刻將乙攙扶離開夜店，搭乘計程車至附近的旅館，性侵得逞。問甲之行為應

如何論處？ 

(A) 依強制性交罪論處 (B) 依乘機性交罪論處 

(C) 依加重強制性交罪論處 (D) 成立強制性交罪與乘機性交罪，從一重處斷 

 

10. 甲之配偶乙與丙通姦，關於本案自訴之提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不可對乙提起自訴，但可對丙提起自訴      

(B) 甲對乙、丙均不可提起自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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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甲對乙、丙均可提起自訴  

(D) 甲可對乙提起自訴，但不可對丙提起自訴 

 

11. 甲女因先生車禍過世未久，最近又檢查出罹患乳癌四期，再加上其五歲幼兒乙本屬罕見疾病兒

童，甲頓覺人生無望，決定一死了之。甲不忍心獨留乙一人在世受苦，遂問乙：「要不要跟媽

咪一起到天堂？那裡有好多好吃好玩的東西哦！」，乙用力點頭說：「好啊！」於是甲拿出一杯

預先摻有毒藥的果汁給乙喝，等乙喝完，甲自己同樣也喝了一杯有毒的果汁。十分鐘後，適逢

甲的妹妹丙來訪，因久按門鈴無人開門，當丙正準備離去時，無意間從窗戶微開的縫隙發現甲

與乙皆躺臥在地，丙立即打 119 送醫急救。結果乙死亡，甲僥倖未死。問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A) 殺人罪 (B) 母殺嬰兒罪 (C) 加工自殺罪 (D) 殺直系親屬罪 

 

12. 承上題，如果甲經起訴，在法院審理期間，甲再度自殺且身亡。問在此情況下，法院應為何種

判決？ 

(A) 免刑判決 (B) 免訴判決 (C) 不受理判決 (D) 無罪判決 

 

13. 關於告訴乃論之罪，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刑法第 225 條第 1 項乘機性交罪原本屬於告訴乃論之罪，現已修改為公訴罪 

(B) 告訴乃論之罪，雖非經告訴，但警察仍得對其進行犯罪偵查 

(C) 數人共同違犯告訴乃論之罪，告訴權人對其中一人提出告訴，其效力及於其他共同違犯之人 

(D) 刑法第 277 條傷害罪係屬告訴乃論之罪，該罪之被害人雖不欲提出告訴，被害人之配偶仍

得提出告訴 

 

14. 甲白天因停車問題與住家附近一樓鄰居乙發生爭執。當晚甲見乙全家出門後，於是拿著裝滿汽

油的保特瓶，走到乙家門口，將保特瓶內的汽油潑灑在乙家大門、牆壁與窗戶，伸手進口袋，

正要拿出打火機（事實上該打火機已故障，但甲卻不知）來點火，熟料乙卻突然返家，立即當

場喝止甲。問依實務見解，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A) 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宅罪之中止未遂     

(B) 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宅罪之障礙未遂 

(C) 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宅罪之不能未遂  

(D) 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宅罪之預備犯 

 

15. 關於被告之訊問，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訊問被告，應先詢其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住、居所，以查驗其人有無錯誤，如係錯

誤，應即釋放   

(B) 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如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C) 訊問被告，如其為低收入戶者，應先告知得請求法律扶助  

(D) 無辯護人之被告表示已選任辯護人時，縱使被告同意訊問，仍不得進行訊問 

 

16. 產婦甲女看見自己生下畸形嬰兒乙，傷心欲絕，尤其想到日後的種種問題，更覺艱辛無比。因

此，甲於甫生產後，便忍痛地決定，要讓乙儘早離開人世，甲將此想法告訴先生丙，沒想到丙

也正有相同念頭，所以兩人立即共同決意，由丙負責將乙溺死，然後甲對外謊稱，乙係喝奶噎

死。問甲、丙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A) 甲、丙成立殺人罪之共同正犯  

(B) 甲、丙成立母殺嬰兒罪之共同正犯 

(C) 甲成立母殺嬰兒罪，丙成立殺人罪  

(D) 甲成立母殺嬰兒罪，丙成立母殺嬰兒罪之幫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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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騎樓擺攤販售公益彩券之殘障人士甲（左腳小兒麻痺），因肚子不舒服，向旁邊店家借用廁

所而暫時離開攤位。未久，乙路過該攤位，見攤位無人，一時心生貪念，將該攤位上的彩券全

部拿走。當乙要離去之際，適逢甲從店家用完廁所出來，看見乙將其彩券拿走，趕緊一拐一拐

地上前，從乙的背後抓其衣服，欲以制止，拿回彩券，熟料乙轉過身來，拿出隨身攜帶的尖刀

一把揮向甲，甲看見尖刀揮過來，嚇得鬆手後退，乙便趁機逃走。問乙應如何論罪？ 

(A) 加重強盜罪      (B) 準強盜罪  

(C) 準加重強盜罪  (D) 竊盜罪與強制罪，數罪併罰 

 

18. 甲以駕駛貨櫃聯結車為業，某日清晨從公司停車場發車，準備載運貨櫃前往目的地，於倒車過

程，因疏於注意，致車尾撞到正騎著腳踏車要去上學的國中生乙，乙跌倒在地，身體多處受傷，

但甲卻完全不知情，仍然往前繼續行駛。問甲應如何論罪？  

(A) 第 284 條第 2 項業務過失傷害罪      

(B) 第 185 條之 4 肇事逃逸罪 

(C) 第 284 條第 2 項業務過失傷害罪與第 185 條之 4 肇事逃逸罪，兩罪數罪併罰  

(D) 第 284 條第 2 項業務過失傷害罪與第 185 條之 4 肇事逃逸罪，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從一重

處斷   

 

19. 下列何種情形，法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 

(A) 曾經判決確定者  (B) 曾經大赦者  

(C) 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 (D) 行為不罰者 

 

20. 關於停止羈押與撤銷羈押之比較，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停止羈押可分為狹義的停止羈押與免予羈押；撤銷羈押可分為當然（法定）撤銷羈押與視

為（擬制）撤銷羈押    

(B) 停止羈押係指羈押原因仍在，但已無羈押之必要，而以其他手段替代之，暫時停止羈押之

執行，但原羈押的裁定與效力仍存在；撤銷羈押係指羈押原因消滅，而使原羈押的裁定與

效力歸於消滅 

(C) 停止羈押，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的方式代替羈押之執行；撤銷羈押，因無替代羈押

執行之問題，故不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 

(D) 被告、辯護人或得為被告輔佐人均有權聲請停止羈押與撤銷羈押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我國屏東籍漁船「廣大興 28 號」在鵝鑾鼻東南方 164 浬與菲律賓重疊的經濟海域作業，遭到

菲律賓海監船開槍掃射，造成我國一名船員中槍身亡 （以下簡稱本案）。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本案因發生於我國領海，故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B) 本案因屬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故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C) 我國對於本案有審判權，亦有管轄權 

(D) 我國對於本案有審判權，但管轄權之有無，視我國與菲律賓之協議而定 

(E) 我國如對本案有管轄權，其管轄法院為屏東地方法院   

 

22. 建管單位公務員甲依法帶隊拆除乙在其住家旁所搭建之違章建築，乙為了阻止甲的拆除行動，

乃驅使其所飼養的獒犬攻擊甲。甲因練過武術，反應敏銳，迅速拿起身邊的拆除工具，猛力防

禦回擊，將該獒犬打傷臥倒在地。關於甲打傷獒犬之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實現傷害罪構成要件，但得主張阻卻違法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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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甲得主張緊急避難而不罰 

(C) 甲得主張正當防衛而不罰                      

(D) 甲得主張依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行為而不罰 

(E) 甲得主張業務上的正當行為而不罰 

 

23. 下列何者屬於「相牽連案件」之情形？ 

(A) 甲在台北對乙犯強盜，一週後在新竹對丙犯強制性交 

(B) 住在基隆的甲教唆乙至桃園對丙行兇，二天後乙在桃園鬧區對丙當街槍決 

(C) 甲於半夜潛入乙位於郊區的豪宅內竊取財物，三天後另有丙於假日白天對該豪宅直接破門

入內，對乙全家施以搶劫  

(D) 甲、乙各自分別（彼此沒有關連）同時在同一家大賣場內竊取財物 

(E) 甲於半夜潛入乙位於郊區的豪宅內竊取財物，隔天立即交由有多年合作關係的丙負責銷贓  

 

24. 刑法第 328 條第 3 項強盜罪加重結果犯，其中所稱「犯強盜罪」，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 不包括犯刑法第 328 條第 4 項之強盜未遂罪    

(B) 包括犯刑法第 328 條第 5 項之強盜預備罪 

(C) 包括犯刑法第 329 條之準強盜罪  

(D) 包括刑法第 330 條之加重強盜罪 

(E) 包括刑法第 332 條強盜結合罪 

 

 

 

25. 刑事訴訟法第 268 條：「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加以審判」，此規定與下列何者有關？ 

(A) 告訴原則  (B) 不告不理原則  

(C) 調查原則  (D) 彈劾主義 

(E) 控訴原則   

 

26. 甲經檢察官以詐欺罪提起公訴，法院在進行審判程序時，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法院告

知甲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辯護人之意見後，甲無異議，進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問

在本案中，有關證據調查與案件審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在本案中，甲之自白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B) 在本案中，不適用交互詰問之規定 

(C) 在本案中，證人於審判外之證言，得作為證據 

(D) 在本案中，得不經合議審判 

(E) 在本案中，得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27. 依實務見解，下列何種情形，甲成立殺人罪之幫助犯？ 

(A) 甲教唆乙教唆丙殺丁，丁果然被丙殺死      

(B) 甲教唆乙幫助丙殺丁，丁果然被丙殺死 

(C) 甲幫助乙教唆丙殺丁，丁果然被丙殺死  

(D) 甲幫助乙幫助丙殺丁，丁果然被丙殺死 

(E) 甲利用乙教唆丙殺丁，丁果然被丙殺死   

 

28. 交通警察甲於某十字路口附近執行交通違規取締勤務時，見乙蛇行駕駛且闖紅燈，立即予以攔

停，準備開單處罰。乙停下車後，趕緊表明其係某市議員丙之助理，並拿出身分證件，同時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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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丙，請其與甲通電話。甲在與丙通完電話之後，一方面想做人情給丙，但另一方面又覺得在

眾目睽睽之下，如不開單處罰，恐引起周圍民眾不滿，故甲改以處罰較輕的「紅燈右轉」違規

事實開單處罰（但乙並無紅燈右轉之事實）。問甲之行為成立哪些罪？ 

(A) 偽造公文書罪     (B) 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C) 業務登載不實罪  (D) 公務員圖利罪 

(E) 縱放人犯罪   

 

29. 關於緩起訴處分，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被告所犯為公務員違背職務之收賄罪，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

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定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      

(B) 同一案件經檢察官緩起訴者，犯罪被害人不得再行自訴 

(C) 違犯施用 K 他命毒品罪者，檢察官得違反被告之意願而強制其接受戒癮治療 

(D) 檢察官得命被告向被害者支付相當數額之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E) 於緩起訴處分期間內，被告故意更犯罪，經提起公訴者，檢察官得依職權撤銷原處分 

 

30. 甲因積怨甚深而殺死 A，其被警方列為犯罪嫌疑人而約談到場詢問。甲為脫免法律責任，乃謊

稱當天與其弟弟乙至海邊釣魚，直到隔天六點左右才回家，與該案無涉。後來警方以證人身分

約談乙，由於甲事先已教唆乙替他作不在案發現場之偽證，並串通好供詞，故乙雖經具結，但

所陳述的內容與甲相同。此案經警方移送檢察官，檢察官先後傳喚甲（被列為犯罪嫌疑人）、

乙（被列為證人）兩人到庭複訊，甲、乙均作出與警詢筆錄內容相同之陳述，且乙亦經具結。

然而，在警方詢問與檢察官偵訊時，皆因疏失而未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告知乙有拒絕證言權。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乙於警察約談時所作的偽證，不成立偽證罪；而其於檢察官偵訊時所作的偽證，成立偽證罪 

(B) 乙於警察約談時以及於檢察官偵訊時所作的偽證，均成立偽證罪 

(C) 乙於警察約談時以及於檢察官偵訊時所作的偽證，均不成立偽證罪 

(D) 乙於警察約談時所作的偽證，成立偽證罪；而其於檢察官偵訊時所作的偽證，不成立偽證罪 

(E) 甲不成立偽證罪之教唆犯  

 

  

31. 不論犯罪者及被害者係屬哪一國人，下列何種犯罪，縱使發生在我國領域之外，仍有我國刑法

之適用？ 

(A) 強制性交罪      (B) 強盜罪 

(C) 買賣質押人口罪  (D) 偽造公文書罪 

(E) 擄人勒贖罪   

 

32. 某賭博電玩業者甲得知轄區分局一組新調來一位巡官乙負責電玩取締業務，甲透過該分局五組

組長丙的穿針引線，安排與乙聚餐。席間酒過三巡，甲乘乙酒酣耳熱之際，向乙表示，以後請

乙多照顧，每月交付五萬元略表心意，丙也在旁邊幫腔勸助。最後乙表示，看在丙的面子上，

勉強答應之，不過要小心行事，而且價碼是十萬元。甲聽完之後，咬緊牙根，頻頻點頭稱是。

沒想到，甲乙丙三人聚餐一事早已被調查局鎖定，全程被錄音，一走出餐廳，隨即被逮捕。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乙成立違背職務賄賂未遂罪之共同正犯 

(B) 甲、乙成立違背職務賄賂罪之共同正犯 

(C) 甲、乙各自成立違背職務期約賄賂罪  

(D) 丙成立違背職務賄賂未遂罪之幫助犯 

(E) 丙成立違背職務期約賄賂罪之幫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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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下列何者屬於刑法上所規定的「法律效果」？ 

(A) 保護管束     (B) 禁止駕駛 

(C) 追徴  (D) 強制工作 

(E) 勒令歇業   

 

34. 下列有關刑法「易服社會勞動」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但

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者，得易服社會勞動 

(B) 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易服社會勞動 

(C) 上述二項之易服社會勞動履行期間，不得逾二年  

(D) 易服社會勞動者，以提供勞動六小時折算一日 

(E) 易服社會勞動，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35.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頇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 

(A) 受法院委託之鑑定人 (B) 告訴代理人 

(C) 被告  (D) 辯護人 

(E) 證人   

 

36. 甲因案遭起訴，於法院審判中，檢察官以甲之自白而證明被告犯罪，但甲卻主張該自白係出於

檢警使用強暴脅迫等不正方法所作出，不得作為證據。問有關甲之自白的證據調查，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 關於甲之自白是否出於任意性，其調查順序應先於其他事證      

(B) 關於甲之自白是否出於任意性，其調查順序應由法院視案件審理情形而決定之  

(C) 由於甲之自白係由檢察官所提出，因此法院應命檢察官就此部份，指出證明之方法 

(D) 甲主張該自白係出於檢警使用不正方法所致，因其係親身經歷者，較檢察官更易證明，因

此應由甲就此部分負舉證責任 

(E) 甲主張該自白係出於檢警使用不正方法所致，此等主張如成立，對甲有利，因此應由甲就

此部分負舉證責任 

 

 

 

 

 

37. 知名藝人甲邀請有相同性癖好的友人 A、B、C、D、E 至其豪華別墅內舉辦多人群交的性愛派

對，飲酒狂歡。熟料，「兩光週刊」狗仔隊乙早已掌握消息，事先爬上別墅外的高樹上，伺機

偷拍，想要揭發甲的淫亂私生活，藉此大發利市。由於該別墅內的建築物落地窗均未拉上窗簾，

甲與 A 等人「混戰」的過程被乙的專業攝影機「全都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成立誘媒容留性交猥褻罪，但不成立公然猥褻罪 

(B) 甲不成立誘媒容留性交猥褻罪，但成立公然猥褻罪 

(C) 甲既不成立誘媒容留性交猥褻罪，也不成立公然猥褻罪  

(D) 乙僅依意圖營利無故竊錄罪論處 

(E) 乙成立無故窺視罪與意圖營利無故竊錄罪，兩者數罪併罰 

 

38. 依照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司法警察於下列何種情形，因情況急迫，雖無拘票，亦得逕行拘捕？ 

(A) 在執行或在押中之脫逃者     

(B) 經被盤查而逃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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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

逃亡之虞者  

(D) 因現行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 

(E) 被追呼為犯罪人者   

39. 下列關於「搜索」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對於犯罪嫌疑人之住宅，頇有相當理由可信為應扣押之物存在時，始得搜索  

(B) 司法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時，雖無搜索票，仍得逕行搜索其住宅 

(C) 司法警察因執行拘提而有事實足認被告確實在某處所內，雖無搜索票，仍得逕行搜索該處所 

(D) 司法警察經屋主之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逕行搜索其出租給他人使用之住宅 

(E) 司法警察於偵查中確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非迅速搜索，二十四小時內證據有湮滅之

虞者，得逕行搜索   

40. 依照司法院刑事訴訟法改革成效評估委員會於 101 年 1 月 13 日所公布之總結報告，下列何者

屬於「改良式當事人主義」的具體措施？ 

(A) 明定無罪推定原則      (B) 明定檢察官的實質舉證責任 

(C) 增定證據裁判原則 (D) 增設簡式審判程序 

(E) 明定不自證己罪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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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刑事警察學系、水上警察學系 

科目：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注

意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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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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刑法變更時，新舊法之適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原則上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B) 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C) 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D) 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後，執行未完畢，而法律變更為不施以保安處分者，免其保安處分之執行 

2. 偶然防衛，一般認為不能成立正當防衛，其理由為： 

 (A) 沒有不法的侵害存在 (B) 行為人沒有防衛的意思 

 (C) 行為人未為防衛之行為 (D) 侵害沒有急迫性 

3. 法警奉命執行死刑致受刑人死亡，仍不構成殺人罪，其理由為： 

 (A) 不具違法性 (B) 無殺人之故意 

 (C) 構成要件不該當 (D) 客觀上不可歸責 

4. 甲擬殺害乙，將丙誤認為乙，持刀殺害致輕傷，後來發現錯誤，乃立即停止殺害行為，依司法

實務之見解，甲應成立何罪？ 

 (A) 傷害既遂罪 (B) 殺人罪之中止未遂 

 (C) 殺人罪之不能未遂 (D) 殺人罪之普通未遂 

5. 任職於Ａ公司的經理甲，因私下收受廠商十萬元，而以較高的價格向該廠商採購貨物一批，甲

應構成何罪？ 

 (A) 受賄罪 (B) 準受賄罪 (C) 背信罪 (D) 無罪 

6. 甲於強盜時又當場殺人、放火，依司法實務見解，應成立何罪？ 

 (A) 強盜殺人結合罪及放火罪 (B) 強盜殺人放火結合罪 

 (C) 殺人放火結合罪及強盜罪 (D) 強盜放火結合罪及殺人罪 

7. 自美國留學回國的甲，要求父親讓出房子，又限期要求父親將音響等雜物搬走，在父親搬走音

響之前，甲即將父親所有之音響等雜物搬出交由資源回收車運走，甲可能成立何罪？ 

 (A) 竊盜罪 (B) 毀損一般物品罪 (C) 間接損害財產罪 (D) 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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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甲暗藏一只仿冒錶，攜往勞力士手錶專賣店，在找到同款式之勞力士手錶後，假裝要選購該錶，

要求老闆取出供其挑選，然後趁老闆不注意的時候，將自己的仿冒錶與該店的勞力士錶互換，

再將仿冒錶交給老闆，然後攜走該店的勞力士錶，本案中甲可能成立何罪？ 

 (A) 竊占罪 (B) 詐欺取財罪 (C) 侵占罪 (D) 竊盜罪 

9. 甲意圖供行使之用，以剪貼影印方式，將乙簽發之支票影本的金額壹萬元改為壹拾萬元，依判

例之見解，甲應構成何罪？ 

 (A) 變造有價證券 (B) 偽造有價證券 

 (C) 偽造私文書 (D) 變造私文書 

10. 警察甲於執行路檢時發現乙疑似酒後駕車，乃予攔停，吐氣檢測結果酒精濃度為每公升 0.45 毫

克，準備予以告發，乙馬上打電話給議員丙前來求情，甲受到議員的壓力，乃未予告發，讓乙

離去，甲應構成何罪？ 

 (A) 圖利罪  (B) 公務員縱放人犯罪 

 (C) 廢弛職務罪 (D) 無罪 

11. 依司法實務之見解，下列何種情形，法官就其審判之同一案件應自行迴避？ 

 (A) 法官曾參與前審審判期日前之調查程序 

 (B) 法官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 

 (C) 第二審法院之法官曾參與第三審發回更審前之第二審裁判 

 (D) 再審法院之法官曾參與原確定判決之裁判 

12. 刑事訴訟法第 268 條：「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之規定，與下列何種原則關係最

為密切？ 

 (A) 起訴法定原則 (B) 法官法定原則 

 (C) 法官保留原則 (D) 不告不理原則 

13. 檢察官就強盜並當場殺人之強盜部分起訴，其後又將已起訴之強盜部分撤回，法院應如何處理？ 

 (A) 無庸為任何裁判 (B) 就強盜殺人之事實審判之 

 (C) 為不受理判決 (D) 就強盜之事實審判之 

14. 下列何種強制處分係採絕對法官保留？ 

 (A) 拘提 (B) 搜索 (C) 檢查身體 (D) 羈押 

15. 刑事訴訟法必須採用嚴格證明的制度，主要是因為： 

 (A) 採行自由心證的原則 (B) 刑事證據的本質使然 

 (C) 為防止偵查機關違法取得證據 (D) 採行無罪推定的原則 

16. 下列何種情形法院應為不受理判決？ 被告死亡 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 法院無管轄權  

曾經判決確定 告訴乃論之罪已逾告訴期間 時效已完成 同一案件已繫屬於有管轄權

之法院 

 (A)   (B)  

 (C)   (D)  

17. 甲公然侮辱 A 之後，第二天又夥同乙共同傷害 A，A 乃向檢察官提起甲傷害之告訴，就上述

事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檢察官就甲傷害Ａ的部分提起公訴時，法院得就乙傷害Ａ的部分審判之 

 (B) 檢察官得就乙傷害Ａ的部分提起公訴 

 (C) 檢察官得就甲公然侮辱Ａ的部分提起公訴 

 (D) 檢察官就甲傷害Ａ的部分提起公訴時，法院得就甲公然侮辱Ａ的部分審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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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之後，於具備一定條件下，仍得提起公訴，下列何者不屬之？ 

 (A) 被告未履行負擔 

 (B) 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 

 (C) 被告因故意或過失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 

 (D) 緩起訴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起訴期間內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19. 法院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中，認定某證據無證據能力時，該證據： 

 (A) 欲提出於審判期日應經進行準備程序之法官同意 

 (B) 欲提出於審判期日應經兩造當事人同意 

 (C) 欲提出於審判期日應經法院同意 

 (D) 不得於審判期日主張之 

20. 有關再審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檢察官為受判決人之利益或不利益均得聲請再審 

 (B) 告訴人得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聲請再審 

 (C) 聲請再審於刑罰執行完畢後，不得為之 

 (D) 聲請再審，由最高法院管轄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有關不法構成要件之犯罪類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結果加重犯是結合了故意犯與過失犯 

 (B) 結合犯是結合了二個以上的故意犯 

 (C) 不純正的不作為犯是一種特別犯 

 (D) 具體危險犯的危險結果判斷是一種事前判斷 

 (E) 抽象危險犯的危險結果判斷是一種事後判斷 

22. 甲持刀追殺乙，乙在情急之下無計可施，乃拿起丙的花瓶丟向甲，致甲受傷，花瓶破碎，於本案

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乙該當傷害罪及毀損物品罪 

 (B) 乙造成花瓶破碎的行為，可成立正當防衛 

 (C) 乙造成花瓶破碎的行為，可成立緊急避難 

 (D) 乙造成甲受傷的行為，可成立正當防衛 

 (E) 乙造成甲受傷的行為，可成立自助行為 

23. 有關客體錯誤與打擊錯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客體錯誤是一種對規範的認識錯誤 

 (B) 打擊錯誤是一種行為上的錯誤 

 (C) 客體錯誤與打擊錯誤都是一種構成要件上的錯誤 

 (D) 打擊錯誤是一種容許構成要件上的錯誤 

 (E) 客體錯誤是一種認識上的錯誤 

24. 依現行刑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通常屬行為犯？ 

 (A) 過失犯  (B) 抽象危險犯 

 (C) 不純正不作為犯  (D) 具體危險犯 

 (E) 純正不作為犯 

25. 有關參與犯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對教唆犯為幫助行為者，為幫助犯 (B) 教唆他人從事幫助犯罪之行為者，為教唆犯 

 (C) 親手犯不能成立間接正犯 (D) 對向犯為必要的參與犯 

 (E) 正犯未遂時，幫助犯就不可能論以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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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關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宣告之最重刑為死刑者，不執行他刑，但罰金及從刑不在此限 

 (B) 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各刑合併執行之 

 (C) 宣告多數拘役者，於各刑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 120 天 

 (D) 宣告多數罰金者，各刑合併執行之 

 (E) 宣告多數褫奪公權者，僅就其中最長期間執行之 

27. 有關自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想像競合犯中，倘其中一罪已被警察發覺後，行為人又就未被發覺的部分自動供認，仍屬自首 

 (B) 委託他人代理自首亦屬自首 

 (C) 向偵查機關以外之其他機關自首，經移送到偵查機關時，亦屬自首 

 (D) 自首之動機為何，不影響自首之成立 

 (E) 自首之後於審判中又主張有阻卻罪責之事由時，不成立自首 

28. 一行為同時符合數構成要件，各構成要件間具有下列何種關係時，只適用最適當的構成要件，
而排斥次要的構成要件？ 

 (A) 擇一關係  (B) 補充關係 

 (C) 吸收關係  (D) 累積關係 

 (E) 特別關係 

29. 甲竊得黃金首飾一批，被警察傳訊，乃請朋友乙幫忙把竊得的首飾銷毀，乙依甲的指示找到該
批首飾並予以熔成一金塊，依司法實務之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成立湮滅刑事證據罪之間接正犯 (B) 甲成立湮滅刑事證據罪之教唆犯 

 (C) 甲的教唆行為不成立犯罪 (D) 乙成立偽證罪 

 (E) 乙成立湮滅刑事證據罪 

30. 富商甲家中遭竊，偵查隊遲遲未能破案，為能早日破案，乃表示願提供十萬元給偵查隊作為該
案之破案獎金。偵查隊隊長乙即要求偵查隊同仁一起努力辦案，警察丙為獲得獎金而特別努力
調查，終將此案偵破。破案當天，甲高興之餘，攜來十萬元獎金交給乙，由乙公開將獎金頒發
給丙。於本案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丙成立不違背職務收賄罪 (B) 甲成立刑法第 122 條第 3 項的行賄罪 

 (C) 乙無罪  (D) 乙成立不違背職務收賄罪 

 (E) 丙無罪 

31. 下列自訴之提起，何者不合法？ 

 (A) 對直系尊親屬提起自訴 

 (B) 告訴乃論之罪已不得告訴而提起自訴 

 (C) 告訴乃論之罪經檢察官開始偵查後提起自訴 

 (D) 對配偶提起自訴 

 (E) 同一案件經檢察官偵查終結後提起自訴 

32. 檢察官對於駁回羈押之裁定，得採取下列何種救濟途徑？ 

 (A) 於上訴時一併聲明不服 (B) 蒐集證據後再提出聲請 

 (C) 聲請重新調查證據 (D) 準抗告 

 (E) 抗告 

33. 甲、乙二人共同強盜並當場殺害丙，甲住所地所屬法院檢察官以強盜罪起訴甲，一週後犯罪地
所屬法院檢察官又以殺人罪起訴甲、乙二人，就此事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共有二個案件 

 (B) 共有三個訴訟關係 

 (C) 共有二個訴訟程序 

 (D) 甲住所地法院應就甲、乙強盜殺人之事實審判之 

 (E) 犯罪地法院應就乙強盜殺人之事實審判之，就甲部分應為不受理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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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警察甲無搜索票，亦無拘票，擬前往乙家搜索，經乙拒絕，甲仍強行侵入乙家中，並逮捕搜索

丙之身體，甲於下列何種情形下為上述行為，可認為是合法的行為？ 

 (A) 乙家常用為賭博之處所 

 (B) 丙正在乙家中與幼童從事性交易 

 (C) 乙家中藏有犯罪證據，情況急迫，非迅速搜索有被湮滅之虞 

 (D) 丙為通緝犯並藏匿於乙家中 

 (E) 乙為假釋人 

35. 傳聞證據原則上應予排除，其理由為： 

 (A) 法官無法直接聽取原證人的陳述 

 (B) 取得的方法不合法 

 (C) 不能透過偽證罪來擔保原證人真實陳述 

 (D) 與主要事實無關聯性 

 (E) 不能實施交互詰問 

36. 下列何種事實必須經嚴格證明？ 

 (A) 不法構成要件的事實 (B) 阻卻違法事由的事實 

 (C) 用以彈劾證據信憑性的事實 (D) 違法搜索的事實 

 (E) 羈押要件的事實 

37. 甲被仇人乙開車撞傷，除了甲得提起告訴之外，下列何者得不受甲明示意思之拘束，獨立提起告訴？ 

 (A) 甲的子女  (B) 甲的繼父 

 (C) 甲的法定代理人  (D) 甲的弟弟 

 (E) 甲的配偶 

38. 有關交付審判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交付審判應由告訴人委任律師聲請之 

 (B) 交付審判之聲請於法院裁定前得撤回之 

 (C) 告訴人對於駁回交付審判之裁定，不得抗告 

 (D) 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裁定時，視為已提起公訴 

 (E) 被告對於交付審判之裁定得提起抗告 

39. 下列何種情形，法院得不待被告陳述，逕行判決？ 

 (A) 被告拒絕陳述 

 (B) 法院認為應科處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 

 (C) 第二審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 

 (D) 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而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 

 (E) 被告未受許可而退庭 

40. 有關認罪協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認罪協商程序由被告向法院聲請之 

 (B) 法院認定之事實顯與協商合意之事實不符時，不得為協商判決 

 (C) 協商之案件，未選任辯護人者，法院均應指定辯護人協助進行協商 

 (D) 法院認為應諭知免刑時，不得為協商判決 

 (E) 法院未為協商判決時，被告在協商過程中之陳述，不得採為對被告不利之證據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帳號：godtrain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6  

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B A D C A B D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B D A C B C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 ACD BCE BE ACDE ACE BCD BCE CE A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DE DE ABCE BD ACE AB CE ABCDE ACDE BDE 

 

中央警察大學 1 0 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標準答案釋疑結果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第 32題：本題原公布答案(DE )，修正為(E)。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高見公職〞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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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刑事警察學系、水上警察學系 

科目：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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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試題之中，如有謂「依實務見解」，所指的並非警察機關之見解，亦非檢察機關之見

解，而是指最高法院或司法院之見解。 

5.本試題共 5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下列何者非屬刑法所規定之保安處分？ 

 (A)感化教育 (B)易服社會勞動 (C)保護管束 (D)強制工作 

2. 甲男想要變性，請乙幫忙切除其性器官。請問乙成立何罪？ 

 (A)無罪 (B)傷害罪 (C)重傷罪 (D)加工自傷罪 

3. 甲想殺害盲人乙，於是引導乙觸摸高壓電設備，乙因而被電死。請問甲成立何罪？ 

 (A)無罪 (B)殺人罪之幫助犯 (C)殺人罪之教唆犯 (D)殺人罪之間接正犯 

4. 依實務見解，下列何者非屬刑法第 298 條略誘婦女罪之客體？ 

 (A)已滿 20 歲之婦女  

 (B)未滿 20 歲，但已結婚之婦女 

 (C)未滿 20 歲亦未婚，且無家庭或其他監督權人保護之女子  

 (D)未滿 20 歲亦未婚，且有家庭或其他監督權人保護之女子 

5. 甲想殺 A，卻誤 B 為 A，舉槍朝 B 射擊，但因為射擊技術不佳，誤射 B 身旁之 A，A 因而死

亡。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成立殺人既遂罪  

 (B)甲成立殺人既遂罪與殺人未遂罪之想像競合 

 (C)甲成立殺人未遂罪與過失致死罪之想像競合  

 (D)甲成立殺人未遂罪與過失致死罪之數罪併罰 

6. 甲將偷來的機車分解，並將引擎號碼部分磨滅並打上其他號碼。依實務見解，甲成立何罪？ 

 (A)偽造準私文書罪 (B)變造準私文書罪 

 (C)偽造私文書罪 (D)變造私文書罪 

7. 甲乙雙方因細故起口角，進而互毆，造成彼此受傷，若無法確認是誰先動手攻擊對方，依實務

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雙方皆不可主張正當防衛  

 (B)雙方皆可主張正當防衛 

 (C)雙方皆可主張緊急避難  

 (D)雙方皆可主張無期待可能性而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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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砂石車司機甲，於假日駕駛自用小客車載其家人出遊，途中與機車騎士乙發生車禍，造成乙的

右眼球破裂，經送醫治療後，右眼成為弱視。依實務見解，甲成立何罪？ 

 (A)業務過失重傷害罪 (B)業務過失傷害罪 

 (C)普通過失重傷害罪 (D)普通過失傷害罪 

9. 在考生休息室陪考之甲，利用乙上廁所之機會，將乙放於桌子上的手提包取走並快速跑離現

場。乙於不久回到休息室時，發現其手提包不見。請問甲成立何罪？ 

 (A)刑法第 320 條第 1 項竊盜罪 (B)刑法第 337 條侵占脫離本人持有之物罪 

 (C)刑法第 335 條第 1 項侵占罪 (D)刑法第 329 條準強盜罪 

10. 甲發現其國中一年級的兒子長得不像他，於是帶著兒子去醫院進行親子鑑定，結果發現小孩非

其親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配偶通姦行為發生已超過 6 個月，甲不得告訴，檢察官不得起訴  

 (B)甲自知悉犯人之時起未逾 6 個月，甲得告訴，檢察官得起訴 

 (C)甲配偶通姦行為發生已逾追訴時效，甲得告訴，檢察官不得起訴 

 (D)甲配偶通姦行為發生已逾追訴時效，甲得告訴，檢察官得起訴 

11. 同一案件分別經臺北地方法院與桃園地方法院為有罪判決後，發現一案二判。其中臺北地方法

院於元月 5 日訴訟繫屬，5 月 5 日判決，6 月 6 日判決確定；而桃園地方法院係於元月 15 日訴

訟繫屬，4 月 15 日判決，5 月 7 日判決確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對桃園地方法院之判決提起上訴，改判免訴判決  

 (B)對桃園地方法院之判決提起非常上訴，改判不受理判決 

 (C)對臺北地方法院之判決提起上訴，改判免訴判決 

 (D)對臺北地方法院之判決提起非常上訴，改判不受理判決 

12. 下列何種情形，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 

 (A)被告所犯為加重竊盜罪 (B)被告聲請指定 

 (C)被告所犯為內亂罪 (D)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以簡易判決處刑時 

13. 司法警察官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下列哪一項非屬於通知書應記載事項？ 

 (A)所涉案由 (B)犯罪嫌疑人之姓名、性別、年齡、住所或居所 

 (C)應到場之日、時、處所 (D)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命拘提 

14. 刑事案件第一審通常審理程序，在審判期日包括以下各項階段：○1 被告言詞辯論○2 被告人別訊問

○3 朗讀案由○4 陳述起訴要旨○5 調查證據○6 告知被告權利，請依照進行順序加以排列，下列何者

正確？ 

 (A)○2 ○6 ○3 ○4 ○5 ○1  (B)○2 ○3 ○4 ○6 ○1 ○5  

 (C)○3 ○2 ○4 ○6 ○5 ○1  (D)○3 ○2 ○6 ○4 ○1 ○5  

15. 下列哪一種案件得上訴最高法院？ 

 (A)搶奪罪 (B)加重竊盜罪 (C)恐嚇罪 (D)普通詐欺罪 

16. 下列何種處分執行後無頇經事後審查？ 

 (A)刑訴第 152 條之另案扣押 (B)刑訴第 131 條之緊急搜索 

 (C)刑訴第 137 條之附帶扣押 (D)刑訴第 88 條之 1 之緊急逮捕 

17. 下列何者非屬法官應自行迴避之事由？ 

 (A)法官為被害人前夫 (B)法官為被害人之未婚夫 

 (C)法官為檢察官之配偶 (D)法官曾參與前審裁判 

18. 下列何者為訓示期間？ 

 (A)上訴期間 (B)宣示裁判期間 

 (C)再議期間 (D)抗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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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4 之規定，下列何種傳聞證據不得作為證據？ 

 (A)銀行出具之存款證明 (B)警察所作之證人詢問筆錄 

 (C)醫院醫師出具之診斷書 (D)電信機構之通聯紀錄 

20. 警察甲巡邏時，發現乙於便利商店前行跡可疑，於是對其實施臨檢查核身分，甲查核身分後，

未發現任何問題，就在乙準備離去時，甲要求查看乙隨身所攜帶之手提包，乙拒絶而轉身逃跑，

甲乃追捕乙並呼叫支援，追捕過程中，乙跌倒而被甲逮捕，跌倒時手提包掉落乙身旁地上，被

隨後來支援的警察丙拾起，丙即打開手提包，發現內有 1 把槍枝。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甲逮捕乙為刑訴法第 88 條之現行犯逮捕，故可搜索該手提包，合法取得槍枝  

 (B)甲逮捕乙為刑訴法第 88 條之 1 之緊急拘提，故可搜索該手提包，合法取得槍枝 

 (C)手提包為無人持有物，丙可打開手提包搜索，合法取得槍枝 

 (D)丙打開手提包為違法搜索行為，槍枝為違法取得之證據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下列何種情形適用我國刑法？ 

 (A)印尼外勞在我國殺人 (B)我國國民在日本殺害我國國民 

 (C)我國國民在美國發生通姦行為 (D)韓國人於日本詐欺我國國民 

 (E)美國人於我國國籍船艦上打傷美國人   

22. 關於刑法第 185 條之 4 之肇事逃逸罪，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交通事故之發生係指以出於非故意為前提 

 (B)交通事故之發生，行為人是否有過失，並非所問 

 (C)近期多數實務見解認為，行為人主觀上對於「致人死傷」有無認識，並不影響本罪之成立 

 (D)行為人應有停留現場採取救護措施，以防止損害範圍擴大的義務 

 (E)行為人確認被害人獲得救護，並表明真實身分與被害人和解後離去，不成立本罪 

23. 關於刑法第 131 條之公務員圖利罪，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本罪為純正身分犯，行為主體需具公務員身分 

 (B)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他人，不成立本罪 

 (C)圖利對象僅限於自己或其他自然人，不包括法人  

 (D)圖利行為與他人獲得利益間，需具備因果關係，始能成罪 

 (E)本罪所得利益必頇是不法利益，始能成罪   

24. 甲想殺 A，向知情的乙借 1 把西瓜刀，埋伏在 A 家門前，待 A 出現時，甲即持西瓜刀上前攻

擊，但被 A 以機車鎖打落西瓜刀，隨即 2 人扭打在一起，甲另取出自己預藏的折疊刀刺中 A

的頸動脈，A 當場血流如注，失血過多而死亡。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成立殺人罪 (B)乙成立殺人罪幫助犯 

 (C)甲成立殺人未遂罪 (D)乙成立殺人未遂罪幫助犯 

 (E)乙無罪 

25. 關於「正當防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對於侵害國家法益的不法行為，可主張正當防衛  

 (B)對於故意或過失的不法侵害行為，皆可主張正當防衛 

 (C)對於未來的侵害，基於防患未然，可主張正當防衛  

 (D)防衛行為不以出於「不得已」之手段為要件 

 (E)只有對自己的權利才可主張正當防衛   

26. 依實務見解，下列何種行為，構成加重竊盜罪？ 

 (A)父母帶著就讀小三的孩子偷奶粉 (B)在飛機上，偷乘客的隨身行李 

 (C)帶著螺絲起子去別人家中行竊 (D)於水災時，到大賣場行竊 

 (E)在機場航站內行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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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關於「假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受刑人頇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   

 (B)犯性侵害罪之受刑人，有期徒刑頇執行逾二分之一，可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假釋 

 (C)無期徒刑假釋後滿 20 年，未經撤銷者，以已執行論  

 (D)無期徒刑執行逾 20 年，有期徒刑頇執行滿 6 個月且逾二分之一，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假釋 

 (E)假釋中，開車不慎撞死人，應撤銷其假釋    

28. 甲公職人員考試及格分發為稅務員，尚未到職銓敍。甲之朋友乙因逃漏稅事件正在稅捐機關處

理中，獲悉該案可能將由甲接辦，遂往請託，希圖免罰。甲要求以 30 萬元為酬勞，經乙允諾，

並先付 15 萬元。迨甲到職後，發現該案已由同事丙接辦，甲深感無以向乙交代，乃以所收款

中之 10 萬元交丙，說明乙為其好友，請丙幫忙能免予處罰，但為丙當場拒絕。依實務見解，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成立違背職務的受賄罪 (B)甲成立準受賄罪 

 (C)甲成立違背職務的行賄罪 (D)乙成立違背職務的行賄罪 

 (E)乙無罪 

29. 偵查員甲逮捕通緝犯乙，為取得乙自白而拳腳相向，造成乙背後挫傷，乙亦自白其犯罪事實，

事後，乙針對甲之行為向檢察官提出告訴。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125 條第 1 項濫權追訴處罰罪  

 (B)甲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傷害罪 

 (C)甲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134 條不純正瀆職罪  

 (D)甲事後與乙和解，乙撤回告訴，甲不會被追訴 

 (E)乙之自白，因為撤回告訴，污點滌除後而有證據能力    

30. 甲 17 歲，某日向其祖母要錢購買線上遊戲點數被拒，心生不滿，盛怒之下將其祖母勒斃，請

問以下何者為甲可能被判處的刑罰？ 

 (A)死刑 (B)無期徒刑 

 (C)20 年有期徒刑 (D)15 年有期徒刑 

 (E)10 年有期徒刑   

31. 關於刑事訴訟法中之「代理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被告，審判中或偵查中皆得委任代理人到場  

 (B)被告，審判中經審判長許可，得委任非律師為代理人 

 (C)自訴人，審判中或偵查中應委任代理人到場 

 (D)自訴人，審判中經審判長許可，得委任非律師為代理人 

 (E)告訴人，審判中或偵查中應委任代理人到場 

32. 甲提供房間給乙女之夫丙與丁女通姦，經乙女發現後，對丁女提出告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對丁提出告訴之效力及於甲  

 (B)對丁提出告訴之效力及於丙 

 (C)對丁撤回告訴之效力不及於甲  

 (D)對丙撤回告訴之效力不及於丁 

 (E)對丙撤回告訴之效力不及於甲   

33. 為鑑定被告心神狀態或身體之必要，得對被告實施鑑定留置。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實施鑑定留置的處所是看守所  

 (B)鑑定留置不論期間長短或被告是否經拘提、逮捕到場，均應用鑑定留置票 

 (C)鑑定留置票，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審判中由法官簽名  

 (D)鑑定留置期間之日數，將來若為有罪判決，於執行時可折抵刑期 

 (E)對於鑑定留置之裁定，被告得提起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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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下列何種原因發生，視為撤銷羈押，無庸經過法院裁定，應立即將羈押中的被告釋放？ 

 (A)羈押原因消滅 (B)羈押期滿，延長羈押之裁定未經合法送達 

 (C)羈押之被告受不起訴處分 (D)偵查中羈押期滿，未經起訴 

 (E)羈押之被告受緩刑之判決 

35. 下列何者得提起「抗告」？ 

 (A)聲請法官迴避經裁定駁回者 (B)對證人科罰鍰之處分 

 (C)關於通訊監察之裁定 (D)聲請調查證據經裁定駁回者 

 (E)限制辯護人與被告接見或互通書信之處分  

36. 關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偵查不公開係為維持偵查效率，以順利進行偵查計畫，完成蒐證活動  

 (B)偵查不公開係基於落實無罪推定原則，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名譽 

 (C)為達成犯罪偵查之目的，絶不可公開偵查中之事項 

 (D)偵查不公開係為保障被害人之名譽，亦有稱之為「名譽保護原則」 

 (E)為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辯護人在場，只能見而不能聽聞 

37. 關於「證據能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證據能力是指證據可以進入審判庭中做為證據調查之資格 

 (B)證據能力是指證據可以證明犯罪事實的程度  

 (C)欠缺任意性的自白，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均衡維護後，可具有證據能力  

 (D)15 歲的少年為證人時，其未具結的證言無證據能力 

 (E)證人之個人意見，必定無證據能力   

38. 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詢問筆錄之製作，原則上應由詢問以外之人為之，但情況急迫不能為之者，不在此限  

 (B)對於犯罪嫌疑人請求對質，認為顯無必要時，得拒絶之 

 (C)詢問筆錄未全程錄音時，必然無證據能力  

 (D)對於夜間拘提或逮捕到場者，為查驗其人別有無錯誤，得以夜間詢問 

 (E)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內容不符者，可聲請播放錄音內容核對更正之 

39. 司法警察甲持法院簽發之拘票，前去拘提乙赴法庭參與審判。乙聽聞電鈴響，開門探詢訪客來

意。經甲出示拘票，始知自己已被法院下命拘提，於是奪門而出，逃避拘提。甲因未能拘提乙，

萬分懊惱，一方面又想，既然門已開啟，不妨進去瞧瞧。進到屋子後，看到客廳桌上有吸食器

及幾包裝有疑似毒品的白色粉末，經測試為海洛因，於是全部扣押回去。依實務見解，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甲因執行拘提，可以逕行搜索該住所，吸食器及毒品為合法取得 

 (B)甲因執行拘提，不可以逕行搜索該住所，吸食器及毒品為違法取得 

 (C)因門已打開，甲可以逕行搜索該住所，吸食器及毒品為合法取得  

 (D)吸食器及毒品為合法取得，具有證據能力 

 (E)吸食器及毒品為違法取得，證據能力之有無，由法院權衡判斷   

40. 甲教唆乙殺 A，A 被殺死後，乙返家途中，因衣服沾有大量血跡，被巡邏警察攔查，乙即自首

自己殺人，警察隨即以殺人罪之準現行犯加以逮捕，乙並供出其是受甲之教唆而殺 A，且甲正

準備出國，於是警察乃立即前往甲住所，要求甲開門，甲不從，警察乃強制進入甲家，經過一

番搜索，在其主臥衣櫃找到躲藏其中的甲，而加以拘捕。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警察可根據乙的供述，逕行進入甲住所，對甲進行緊急拘提  

 (B)警察可根據乙的供述，但仍需要有搜索票才可進入甲住所，對甲進行緊急拘提 

 (C)警察不得以乙的供述，逕行進入甲住所，對甲進行緊急拘提 

 (D)刑訴法第 8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共犯包括教唆犯，所以可對甲緊急拘提 

 (E)刑訴法第 8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共犯不包括教唆犯，所以不可對甲緊急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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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各系 

科目：英文 

注
意
事
項 

1.本科試題共 50題，均為單一選擇題(答案卡上第 51至 80題空著不用)。 

2.每題後面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或最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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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得 2分；答錯者倒扣 1/4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本試題共 5頁。 

一、字彙：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40分) 

1.  The U.S. President Barack Hussein Obama’s _________ is Barack. 

 (A) family name  (B) surname   (C) nickname   (D) given name   (E) middle name 

2.  Auto __________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many big cities. 

 (A) theft   (B) burglar   (C) shoplifting   (D) thief   (E) break 

3.  The police officer is asking a driver to do a _____________ test now. 

 (A) blew   (B) blow-air   (C) breathalyzer  (D) breathe   (E) awake  

4. The police officer asked the foreigner to show his ______ Resident Certificate. 

 (A) Household   (B) Alien   (C) Alias   (D) Align   (E) foreign 

5. CIB stands for Criminal Investigation ____________ in Taiwan. 

 (A) Behavior   (B) Branch   (C) Bereave   (D) Blunt   (E) Bureau 

6. National Police _________ is in charge of all the police officers in our country. 

 (A) Administrator (B) Agency   (C) Aviation   (D) Auction   (E) Audition 

7. ___________ is the crime of deceiving people in order to gain something such as money or goods. 

  (A) Cheat   (B) Lied   (C) Liar   (D) Fracture   (E) Fraud 

8. The judge has to find out the killer’s ________ for the homicide. 

 (A) surrender   (B) active   (C) motive   (D) suspicious   (E) anonymous 

9. A six-year-old girl was beaten by her mother into a coma in a child ______ case.  

 (A) brutal   (B) cruel   (C) violent   (D) abuse  (E) confess 

10. The wounded driver was sent to the ___________ room of a nearby hospital. 

 (A) emergency   (B) ambulance   (C) operator   (D) rush   (E) hurry 

11. The robber was transferred to the __________ office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A) lawyer   (B) witness   (C) clerk   (D) prosecutors   (E) victim 

12. Selling cigarettes to someone who is under 18 is in _________ of the Youth Protection Act. 

 (A) violation   (B) against   (C) oppose   (D) in accordance (E) present  

13. He gave a ___________ to the police telling them how he killed his wife. 

 (A) narrator   (B) describe   (C) passenger   (D) ransom   (E) statement  

14. Dr. Henry Lee is a world famous forensic scientist and an expert _________. 

 (A) seeing person (B) witness   (C) judge   (D) addict   (E) defendant  

15. __________ is the crime of deliberately making something burn, especially a building. 

 (A) Kidnapping   (B) Assault   (C) Arson   (D) Alibi   (E) R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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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No one can enter that house now because it is a crime __________.   

 (A) situation   (B) local   (C) identify   (D) scene   (E) placing  

17. All police officers are required to wear _______ -proof vest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lives. 

 (A) rocker   (B) bullet   (C) bull   (D) shell   (E) gum  

18. The robber was caught by the polic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ecause his crime had been recorded 

by a __________ camera. 

  (A) view   (B) transparent   (C) track   (D) jog   (E) surveillance  

19. DUI stands for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___________. 

 (A) winer   (B) dessert   (C) alcohol   (D) fast food    (E) delicates 

20. Police officer Peter Lee was assigned to Da-An __________ in Taipei City after he had graduated 

from Taiwan Police College. 

 (A) Precinct   (B) Police Brench (C) Headquarter   (D) Police Place  (E) Delete 

二、會話：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21. (Telephone Conversation) The one who answered the call: May I ask who is calling?  

The one who called: _____________________. 

 (A) She is Mary Chen  (B) I was Mary Chen    

 (C) He is Mary Chen (D) It was Mary Chen    

 (E) This is Mary Chen  

22. (In a third-person introduction situation) A:This is Professor Jim Lee from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B:________________. 

 (A) Fine, thank you   (B) Pleased to meet you    

 (C) I’m pleasure to meet you (D) Nice to see you  

 (E) I’m glad to see you 

23. A:Have you seen my new pants?  

B:___________________.    

  (A) That is in the bathroom   (B) It is in the closet    

 (C) These are in your room  (D) There are in my room    

 (E) They are on the floor  

24. A:Can you tell me where the police station is?  

B:I’m sorry. I am a stranger here myself.    

A:_____________. 

 (A) Don’t mention it   (B) It’s my honor  

 (C) Thanks anyway (D) I think you’re right   

 (E) I am glad for you 

25. A:Can I have a ticket to Tainan, please?  

B:Do you want a one-way ticket or a _________ ticket? 

 (A) round-trip   (B) both ways    

 (C) back and forth  (D) all the way   

 (E) two-way  

26. A:Do you know where Joan is now?  

B:She went out shopping but she’ll be back __________. 

 (A) after two hours    (B) for two hours   

 (C) two hours later (D) since two hours    

 (E) in two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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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Are you going to Tokyo next week?  

B:Yes, I will be ____________ at the Hilton Hotel. 

 (A) locating   (B) staying     

 (C) living   (D) checking    

 (E) renting 

28. A:Please don’t borrow my CD without asking.  

B:I’m sorry. You’re right. I _______________. 

 (A) never asking   (B) ought to asked first   

 (C) am asking first (D) ought asking first   

 (E) should have asked first 

29. A:I wonder if you could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train station?  

B:Go straight for two ___________, turn right and you’ll see it.  

 (A) districts   (B) streets   (C) blocks   (D) avenues   (E) towns 

30. Officer:Please show me your driver’s license and vehicle ___________.  

Driver:Here you are. 

 (A) certificate  (B) permission   (C) plate   (D) registration   (E) record 

三、綜合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A)取材自 Interactions one , A Reading Skills Book by McGraw-Hill, 1996 

Most major    31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such as those against murder 

and robbery,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other countries. Everyone knows these important laws, but 

immigrant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ravelers may not know about other kinds of laws. Laws 

may differ from one state or province to another, or even from one city or community to another. 

Different places may have different laws about driving, smoking cigarettes, and so on. An    32   

action, for example, in Lima, Peru may be perfectly all right in Toronto, Canada, or Miami, 

Florida, and vice versa. For    33   , in many cities in the U.S., it is against the law to    34   . 

This local law may seem strange to visitors. Sometimes they cross a street, and a police officer 

gives them a ticket. Then they need to pay a    35    of $10 to $25 within ten days. They soon 

learn to cross a street only in crosswalk or at the corner because it is against the law in that city to 

cros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31. (A) criminal (B) civil (C) citizen (D) crime (E) firm 

32. (A) ambulance   (B) unlaw   (C) exercising   (D) illegal   (E) disapproval  

33. (A) tuition   (B) instinct   (C) instance   (D) instant   (E) intuition  

34. (A) overcross   (B) walker   (C) jaywalk   (D) walkcross   (E) doublewalk 

35. (A) fine   (B) money   (C) ticketing   (D) charges   (E) checking  

(B)取材自 Boston Sunday Globe, April 13, 2003, A20 

An Egyptian immigrant who opened fire inside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36    

an act of terrorism, but he did it alone and was not tied to any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federal 

officials have determined. Hesham Mohamed Hadayet, 41, killed two people at the ticket counter 

of El Al, Israel’s national airline, and wounded several others in the July Fourth attack before he 

was    37    shot by an airline    38    guard. The Justice Department withheld 

characterizing the    39    while federal agents launched a worldwide probe. They determined 

it was terrorism related to the Israel-Palestinian    40   , an FBI spokesman said. (AP) 

36. (A) confession   (B) accomplice  (C) congressed   (D) committed   (E) acquired 

37. (A) fatally   (B) completely   (C) eagerly   (D) intentionly   (E) h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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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A) save   (B) safe   (C) secretary   (D) dutiful   (E) security  

39. (A) shots   (B) incidentals   (C) tragic   (D) shooting   (E) comedy  

40. (A) congress (B) convict (C) convulsive (D) convert (E) conflict 

四、閱讀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A)取材自 Question and Answer by L.G. Alexander, published by Longman, 1977 

While walking through the park, we stopped by the pond to watch some children who were 

sailing model boats. There were so many boats in the pond that morning that quite a few people 

had gathered on the banks to see them. 

Suddenly, someone shouted, “There’s a man in the pond!” we looked up and sure enough, a 

man’s head could just be see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ond. The man appeared to be swimming 

vigorously and was coming straight towards us. 

“He must be crazy, ” a young man said. “I wouldn’t dive into that pond for a fortune. And 

anyway, it must be freezing cold.” 

The brackish water of the pond was certainly not inviting. As it was still early March, the 

water must certainly have been very cold. 

After a short time, the man approached the bank. The water was very shallow, so he walked 

the last few yards. We were astonished to see that he was fully dressed. 

“Nice swim?” the young man asked. 

“Nice swim, my foot!” the man remarked irritably. “It’s freezing. I did it for a bet!” 

41.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vigorously” mean? 

 (A) in a hatred way   (B) using a lot of strength and energy 

 (C) in a relaxed manner   (D) dangerously   

 (E) almost drowning 

42. What kind of water is in the pond? 

 (A) Attractive water   (B) Clean and fresh water  

 (C) Dark and black water (D) Distasteful water   

 (E) Drinkable water 

43. What was the man in the pond wearing? 

 (A) In a swimsuit  (B) In usual clothing   

 (C) In a bathrobe  (D) In a dress 

 (E) In a dresser 

44. When the swimmer was asked by the young man about his swim, he said: “Nice swim, my foot!”, 

what is the possible meaning of it? 

 (A) He thought it was a nice swim, but his foot hurt. 

 (B) He thought it was a good day to swim. 

 (C) He thought he swam beautifully. 

 (D) He thought it was not at all a nice swim. 

 (E) He agreed with the young man. 

45. Why did the man swim in the pond? 

 (A) Because he wanted to win money from someone. 

 (B) Because he was crazy like the young man said. 

 (C) Because he was a good swimmer. 

 (D) Because he thought the weather was nice. 

 (E) Because he wanted to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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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取材自：全民英檢一路通中級閱讀能力測驗，文鶴出版公司，2009年  

                        Police Notice 

     A seized goods auction will take place from 8 A.M. to 5 P.M. on Friday, December 10th at 

the Yellow Dog Fairground in Carleton Place Township. The fairground is located on Highway 15 

just north of the town center. For sale by auction will be light trucks, sedans, motorcycles, and 

off-road vehicles. Most of these approximately 800 vehicles were judicially confiscated because 

they were used in federal crimes. Others were repossessed for failure to meet payment schedules. 

All vehicles have been given basic overall mechanical appraisal and repairs. They have also been 

cleaned and are free from all stains and illegal materials. 

     All interested members of the public 18 years old and above are invited to the fairground 

at the above time and place. Please bring proper IDs. All potential buyers must register in advance 

of the auction and may do so on-site or through our website, www.CPpolice.gov. Registration must 

be completed before 8 A.M. on December 10th. Bidders must have credit cards with verifiable 

limits above the sale price, or pay by cash or cashier’s check. Security at the site will be provided 

by the Carleton Place Sheriff’s Department. To view our catalogue, please see our website. 

46. What is true about all the vehicles for sale in the auction? 

 (A) Some of them still have stains on them. 

 (B) All of them were used in illegal activities. 

 (C) They are basically in good condition.  

 (D) Their former owners were all criminals. 

 (E) All of them were purchased by the Sheriff’s Department.  

47. Why are most of these vehicles being offered for sale? 

 (A) Because there is an auction. 

 (B) Because they were used in illegal activities. 

 (C) Because they were confiscated from rich people. 

 (D) Because they were too expensive for the police. 

 (E) Because their owners failed to meet payment schedules. 

48. What is something that isn’t required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auction? 

 (A) Prove of age  (B) Advance registration   

 (C) Knowledge of vehicles (D) The necessary funds   

 (E) Prove of identity 

49. The word “fairground” used in the article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A) Open space used for exhibitions and similar events. 

 (B) Police-owned land. 

 (C) A place where the prices are fair. 

 (D) A place where dogs can live. 

 (E) Space used for confiscated vehicles. 

50. What does the word “judicially” mean? 

 (A) Relating to the township.  

 (B) Relating to the law, judges or their decisions. 

 (C) Relating to the money borrowed from the bank. 

 (D) Relating to sheriff’s office. 

 (E) Relating to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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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D A C B E B E C D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E B C D B E C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 B E C A E B E C 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D C C A D A E D E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B D B D A C B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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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各系 

科目：英文 

注
意
事
項 

1.本科試題共 50題，均為單一選擇題(答案卡上第 51至 80題空著不用)。 

2.每題後面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或最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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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得 2分；答錯者倒扣 1/4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本試題共 4頁。 

一、字彙：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50分) 

1.  Freeze. You are under _____. Put down your weapon. 

 (A) catch (B) arrest (C) watch (D) control (E) exposure  

2.  Officer Li is asking John to step out of his car to do a ______ test. 

 (A) air breathing (B) air blowing (C) breathing (D) breathtaking (E) breathalyzer  

3.  _____ means driving a car after consuming too much alcohol. 

 (A) Collision (B) Hit and run (C) Speeding (D) Towing (E) Drunk driving  

4.  A team from Da-an precinct was assigned to conduct a police _____ at a night club. 

 (A) raid (B) freeze (C) run down (D) runway (E) report  

5.  You are ____ for speeding in a school zone. 

 (A) stop (B) ticketed (C) controlled (D) videotaping (E) signed 

6.  Two police officers from the Traffic Police Corps were doing ____ enforcement after 10pm. 

 (A) pull through (B) passing away (C) committing (D) over (E) DUI 

7.  The Aviation Police are ____ security examination at local airports around Taiwan. 

 (A) responsible for   (B) charged with  (C) focused  

 (D) organized  (E) forbidden 

8.  ____ is a crime punishable by a fine or imprisonment for less than one year. 

 (A) Felony  (B) Homicide  (C) Armed robbery

 (D) Sales of heroine  (E) Misdemeanor 

9.  Drug traffickers often sell amphetamines in _____ chat rooms. 

 (A) recruit  (B) remorse  (C) restricted access

 (D) regret  (E) repair 

10. Victims of sex trafficking are often found on streets or working in ____. 

 (A) brothels  (B) headquarters  (C) underhand  (D) deserts (E) department stores 

11. John was given a citation for _____ parking on Holly Street. 

 (A) authorized (B) illegal  (C) lawful (D) violent (E) legitimate 

12. Tom needs to ____ his innocence by collecting more evidence. 

 (A) proof (B) confess  (C) realize  (D) prove (E) know 

13. After 9-11, the US government is doing everything possible to ____ terrorism. 

 (A) decide (B) fight  (C) forge  (D) focus (E) 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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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he Command Center has ____ Officer Chen that there’s a traffic accident. 

 (A) pointed (B) involved  (C) notified  (D) reported (E) said 

15. A ____ test has to be done to eliminate any suspicion of drug abuse. 

 (A) urban (B) unit  (C) unite  (D) urinate (E) urine 

16. I want to report a(n) ____. Someone beat me because I accidentally bumped into him. 

 (A) accident (B) action  (C) crash  (D) assault (E) violence 

17. ____ is holding somebody against his or her will and asking ransom for a victim’s release. 

 (A) Robbery  (B) Burglary  (C) Domestic violence

 (D) Kidnapping   (E) Rape 

18. The police are checking to see if you are a reported ____ person. 

 (A) to miss (B) miss  (C) missed  (D) missing (E) misses 

19. Teachers held a ____ about their unfair teaching environment. 

 (A) seat (B) sit-across  (C) sit-up  (D) sit-tight (E) sit-in 

20. The judge needs to find out the suspect’s ____ for this murder case. 

 (A) creative (B) motive (C) concern (D) pressure  (E) promotion 

21. DWI stands for driving while ______. 

 (A) influence (B) injured  (C) intoxicated  (D) importing (E) insured 

22. The judge gave Mary a life _____ because she had killed her parents purposely.  

 (A) sentence (B) judgment  (C) rehab  (D) execution (E) trial 

23. To legally search one’s home, the police must have a search _____. 

 (A) ID (B) note  (C) order  (D) warrant (E) ticket 

24. John’s bike was stolen. He went to the police station to see if there was a ______ camera in 

operation at the time. 

 (A) transmit (B) remember  (C) surveillance  (D) receive (E) decorate 

25. Frisk is ______ a person’s outer clothing to see if the suspect has a weapon. 

 (A) patting down (B) sliding (C) seizing (D) detaining (E) grabbing 

二、會話：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10分) 

26. Detective Chang: How may I help you? 

Susan: I’d like to report _________. 

 (A) a burglary because my house was broken with      

 (B) a kidnapping because my bag was stolen      

 (C) a shoplifting because my bike was lost in      

 (D) a robbery because my purse was taken from me      

 (E) a murder because my son was missing out 

27. Police: Do you remember _____? 

   Mary: She was wearing a black T-shirt and a pair of jeans. 

 (A) the suspect wear what  (B) the suspect look like    

 (C) what the suspect was wearing  (D) wore the suspect what    

 (E) the suspect dresses 

28. Police: Do you remember the _____ of your car? 

   John: Oh, let me see. It’s a Cadillac. 

 (A) color (B) make (C) year (D) plate number (E)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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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Police: Good morning. I am Officer Li. _________? 

   George: I want to report a theft. I can’t find my car. 

 (A)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help you with (B) Can I call 119 for you   

 (C) This is Central Police Station  (D) Where did you park your car 

 (E) Can I make a statement 

30. Police: Please show me your driver’s license and vehicle registration. 

   Driver: ______. 

 (A) Here I am  (B) Thank you  (C) Here you go 

 (D) I know  (E) Show me your cuffs 

三、綜合測驗(克漏及閱讀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40分) 

  A Taipei police officer has been   31   for allowing some tourists to handle his firearm earlier in 

the week. The officer   32   Luo received demerits for   33   firearm regulations. Although he 

claimed that it was a friendly, diplomatic gesture, the station’s deputy director noted that “this kind of 

situation cannot be   34  .” Officer Luo allowed a group of foreign visitors to play with his gun, while 

he was working at an intersection near the Martyrs’ Shrine, a popular Taipei tourist   35  . In a video 

posted online, Officer Luo was also seen loading and unloading the    36   in front of the curious 

tourists. (excerpted from Chinapost online, 2012) 

31. (A) yield (B) punished (C) destroyed (D) surrendered (E) hit 

32. (A) surnamed (B) nicknamed (C) first named (D) given named (E) maiden named 

33. (A) helping (B) collecting (C) breaking (D) holding (E) obeying 

34. (A) forgotten (B) forbidden (C) forgone (D) forfeited (E) forgiven 

35. (A) guide (B) map (C) drive (D) site (E) house 

36. (A) pistol (B) cartridge (C) cuffs  (D) vast (E) baton 

3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central message? 

 (A) It was not appropriate behavior to let the tourists play with the officer’s gun.    

 (B) The station’s deputy director noted that handing the gun to the tourists was a friendly gesture.

 (C) The station’s deputy director didn’t think it was an improper action.     

 (D) Officer Luo got a prize.       

 (E) Officer Luo got a promotion. 

38. What does “demerit” mean? 

 (A) promotion (B) prize (C) strength (D) punishment (E) bonus 

39.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A)Forbidden treatment among officers       

 (B) How to make a friendly, diplomatic gesture      

 (C) Police punish officer for letting tourists handle gun      

 (D) Martyrs’ Shrine – most popular tourist attraction in Taipei     

 (E) Police officer’s real story 

---------------------------------------------------------------------------------------------------------------------------- 

When people go online they are   40   when it comes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Most share 

information that they would never give someone they met casually   41  . Many chatting programs 

and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sk you to   42   a profile about yourself. What most people don’t 

know is that this information is frequently   43   to anyone who wants to see it online. There are 

ways to   44   yourself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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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enever you complete any form online, check to see what the site’s privacy policy is. 

2. Don’t include pictures of yourself or post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on your website. 

3. Use a free web-based e-mail account such as Hotmail when writing to strangers. 

4. Use a genderless, non-provocative screen name. 

5. Chat with people you know. 

And remember that the moment you get into a chat room with people you don’t know, be careful. 

Keep in mind these are   45   you’re talking to. They may sound friendly, but anyone can be anything 

they want online. (excerpted from English for Police by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1)  

40. (A) smart (B) fragile (C) strong (D) guilty (E) naive 

41. (A) cross lines (B) between lines (C) in-line (D) off-line (E) on-line 

42. (A) imagine (B) store (C) fill out (D) indicate (E) search 

43. (A) unable (B) invisible (C) casted (D) talk (E) available 

44. (A) protect (B) reveal (C) showoff (D) identify (E) browse 

45. (A) family (B) strangers (C) co-worker (D) staff (E) agency 

46. According to the text, most people ______. 

 (A) are aware of the vulnerability when they go online      

 (B) don’t know they can be easily tracked by others online     

 (C) take various safety measure when they chat online      

 (D) are eager to share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with others online     

 (E) surf online with a Hotmail account 

47. Others can easily find out who you are by _____. 

 (A) the information you provide online (B) writing e-mail to you   

 (C) chatting with you on the phone  (D) locating who your neighbors are 

 (E) getting to know you on the street 

48. One of the measures the text suggests to guard against dangerous online actions is ________.  

 (A) not to go online at all       

 (B) to chat with someone who you don’t know online      

 (C) never to give out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any ISP     

 (D) not to surf with your real name       

 (E) to provide your information whenever and whatever you want online 

49.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article? 

 (A) Online Vulnerable People (B) Online Conviction By Strangers     

 (C) Handling Online Problems (D) Technology Crimes and You     

 (E) Protect Yourself Online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mentioned as one of the safety measures for chatting online? 

 (A) Chat with friendly strangers.       

 (B) Share your information only with persons who sound friendly.     

 (C) Chat with people you already know.      

 (D) Chat with unknown or unfamiliar people.      

 (E) Set up a secret code with str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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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共同科目 

 

英文  試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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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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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D C A D C B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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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C E D B A D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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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 E A B B A D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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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各系 

科目：英文 

注
意
事
項 

1.本科試題共 50 題，均為單一選擇題(答案卡上第 51 至 80 題空著不用)。 

2.每題後面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或最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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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得 2 分；答錯者倒扣 1/4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本試題共 5 頁。 

一、字彙：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30 分) 

1.  Carrying illegal weapon is a _______ in our nation. 

 (A) prize (B) plan (C) cause (D) felony (E) bargain 

2.  Both Mary and I teach at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so we are ________. 

 (A) school mates (B) colleagues (C) friends (D) buddies (E) brokers 

3.  A kidnapper kidnapped a young girl and threatened to kill her if the ______ was not paid. 

 (A) random (B) range (C) ransom (D) raise (E) rescue 

4.  She’s arrested on ________ of killing her husband. 

 (A) detention (B) obtaining (C) crime (D) suspicion (E) seizure 

5.  He ________ a crime because he accidentally killed a man during a fight. 

 (A) reduced (B) committed (C) arrested (D) charged (E) accused 

6.  Bicycle _______ is free of charge to prevent from stolen in Taiwan. 

 (A) engraving (B) pumping (C) painting (D) circling (E) ordering 

7.  The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aritime _______ and emergency services. 

 (A) transplants (B) seminars (C) properties  (D) shipments  (E) rescues 

8.  For flight safety, sharp objects and flammable items are _______ on the aircraft. 

 (A) granted (B) permitted (C) allowed (D) admitted (E) prohibited 

9.  A _______ is a gift made or promised to a person to persuade him or her to act dishonestly. 

 (A) bride (B) breed (C) brigade  (D) breath (E) bribe 

10. Two suspects were caught because their motorcycle’s _______ was captured by a CCTV camera. 

 (A) registration   (B) zip code (C) plate number  (D) phone number (E) driver’s license 

11. While ______ the neighborhood, Officer Lin saw two men peeping through a store’s window. 

 (A) forcing (B) patrolling  (C) applying   (D) following (E) towing 

12.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_______ the entire shipment because of the illegal articles. 

 (A) seized  (B) frisked  (C) trafficked  (D) violated (E) welcomed 

13. Officer Lin ______ John about his wife’s whereabouts. 

 (A) proved   (B) prosecuted   (C) fined  (D) punished (E) interrogated 

14. Because Taiwan is located in the sub-tropical climate area, there are many ______ in the summer 

and early fall. 

 (A) snowstorms  (B) tsunamis   (C) earthquakes  (D) typhoons (E) torna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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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With the outbreak of H7N9, how to control this easily spreading disease has become a major _____ 

in mainland China. 

 (A) destruction  (B) bargain (C) concern  (D) assistance (E) attack 

二、會話：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10 分) 

16. Police: Please roll down your window and show me your driver’s license. 

Driver: _______________. 

 (A) Here you go (B) Here I am 

 (C) Here we are (D) Here is it 

 (E) There is here 

17. Officer: Please step out of the car for a ________ test. I think you are driving __________. 

Driver: But I only drink a can of beer. 

 (A) blowing / while intoxicated (B) breath / under intoxicated 

 (C) breathtaking / while influenced (D) breathalyzer /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E) blew / under drunk 

18. Mr. Smith: Where can I apply for a visa extension? 

Duty officer: You can apply for it at the ___________. 

 (A) National Police Agency (B)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C)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D)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E) Aviation Police Office 

19. Mrs. Jefferson: Can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o Taipei World Trade Center? 

Officer Lin: _______________. 

 (A) It’s about 15 minutes on foot (B) There are a lot of restaurants around 

 (C) You can visit Taipei 101 on the way there (D) I will call a taxi for you 

 (E) Walk down the road and it’s on your left 

20. Henry: Why was John arrested for burglary? 

Paul: __________________. 

 (A) Because he beat his wife everyday (B) Because he attacked a pedestrian 

 (C) Because he hit his son and took his money (D) Because he broke into his neighbor’s house 

 (E) Because he assaulted a police officer 

 

三、綜合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40 分) 

I.   

 A Spanish bullfighter was __(21)__ in Peru, and his father wants to know why his son’s body was 

returned to Spain with several organs __(22)__. The bullfighter’s father will travel to Peru and will not 

rest __(23)__ justice is served. The body of his 22-year-old son was __(24)__ in July on a beach near 

Lima a week after he went missing. 

 The young man was __(25)__ to death with a blunt object. Four people, three policemen __(26)__, 

confessed to the crime. They said they wanted to steal the $1,200 the young man had been paid after a 

bullfighting __(27)__. 

 A(n) __(28)__ was conducted in Peru, and the young man’s body was sent to his family in Spain 

three days later. A second examination in the Spanish capital showed that he was missing several organs. 

Even today, the mystery still remains __(29)__.  (excerpted from GEPT Cloze Test by Jolihi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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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 murder (B) murdered (C) murdering (D) to murder (E) to be murder 

22. (A) missing (B) miss (C) misses (D) missed (E) to miss 

23. (A) until (B) ahead (C) behind (D) because (E) during 

24. (A) find (B) to find (C) finded (D) found (E) finding 

25. (A) beat (B) beating (C) beaten (D) beated (E) to beat 

26. (A) include (B) including (C) to include (D) included (E) inclusive 

27. (A) contest (B) test (C) examination (D) protest (E) promotion 

28. (A) surgery (B) autopsy (C) organ (D) orchestra (E) answer 

29. (A) undeveloped (B) unveiled (C) understood (D) unemployed (E) unsolved 

30. What’s the closest meaning to the word “blunt”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A) sharp (B) bright (C) rough (D) soft (E) dull 

 

II. 

 When society is in great disorder, harsh laws and stern measures must be used to restore order. In 

__(31)__ of the recent surge of crime in our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revise the law to allow police and 

the legislature to deal sternly __(32)__ the lawless. Without the use of harsh action, criminals would 

absolutely not be __(33)__. 

 We are of course aware that rigorous laws are __(34)__ a deterrent. If crime is to be substantially 

__(35)__, it is essential to improve public morality through education. But this approach takes a long 

time to produce results. 

 Unfortunately, crime is multiplying __(36)__ in Taiwan, and drastic measures must be __(37)__ to 

check its growth. It is urgent that police __(38)__ given greater powers and that the court mete out stiff 

penalties for lawbreakers.  (excerpted from GEPT Cloze Test by Jolihi Press, 2004) 

31. (A) regard (B) view (C) return (D) matter (E) judge 

32. (A) for (B) of (C) with (D) at (E) to 

33. (A) doubted (B) persuaded (C) deterred (D) hated (E) motivated 

34. (A) at best (B) at last (C) at first (D) at length (E) in detail 

35. (A) shocking (B) increased (C) decreased (D) not changed (E) attempted 

36. (A) usually (B) neutrally (C) mutually (D) happily (E) quickly 

37. (A) adapted (B) accustomed (C) taken (D) decided (E) searched 

38. (A) is (B) are (C) have (D) be (E) has 

39. What’s NOT an example of lawbreaker? 

 (A) hijacker (B) murderer (C) burglar (D) pickpocket (E) eyewitness 

40. What’s an example when society is in great disorder? 

 (A) less criminals on the streets 

 (B) crime rate increases 

 (C) crime rate improves 

 (D) crime rate doesn’t change  

 (E) public morality 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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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讀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 分) 
I.   

It isn’t always easy for pedestrians to get around in a large city. A bustling city has many dangers 

that you should be aware of at all times. One of the many hazards people must face in Taipei is that of 

motorcyclists driving on the sidewalks. Taipei is often crowded during rush hours. Traffic can be 

horrible. Not only are the streets dangerous, but the sidewalks are unsafe as well.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walk without having a motorcycle roar up behind you. Some of the motorcyclists are searching for a 

parking space. Others are trying to avoid traffic on the streets. Either way, they can be a real headache 

for people who are walking. 

 Since motorcycles have to park on the sidewalks, there is no easy answer to this problem. One 

choice is to make separate areas for motorcycle parking. Another is to build special bridges above the 

sidewalks just for people. Right now, perhaps the best solution may be to make to motorcyclists get off 

their motorcycles when they are on the sidewalks. This way, everyone on the sidewalks will be on the 

same level.  (excerpted from GEPT Reading Comprehension by Jolihi Press, 2004) 

41. The article deals with _________________. 

 (A) pedestrians were injured by cars (B) a problem faced by pedestrians in Taipei 

 (C) rush hour traffic in a growing city (D) the joys of motorcycle riding 

 (E) the difficulties of finding a parking space in Taipei 

42.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_________________. 

 (A) everyone shouldn’t buy a car 

 (B) motorcyclist shouldn’t ride on the sidewalks 

 (C) pedestrians easily get injured 

 (D) cars should be allowed to park on the sidewalks 

 (E) people shouldn’t walk in Taipei 

43. What two solution options were mentioned in the above article? 

 (A) Bridges and parking spaces. 

 (B) Closing the sidewalks and fining pedestrians. 

 (C) Special hours for motorcycles and pedestrians. 

 (D) Traffic tickets and extra police. 

 (E) More cars and garages. 

44. What is the easiest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A) Having people walk on special bridges. 

 (B) Having people drive more carefully. 

 (C) Making people get off their motorcycle. 

 (D) Telling motorcyclists to drive slower. 

 (E) Making people drive on the road more often. 

45. What’s the closest meaning to the word “bustling” in the first paragraph? 

 (A) central (B) slow (C) empty (D) busy (E) dead 

46. Which statement is true? 

 (A) You should stay alert while walking on the sidewalks. 

 (B) To avoid traffic, people drive the cars on the sidewalks. 

 (C) Building a special bridge for motorcycle can be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D) Pedestrians can get in and out of the big city easily. 

 (E) It’s safe to walk on the streets during rush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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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 new form of identification relies on DNA, which carries the genetic information of each person. 

Everyone’s DNA is different except for identical twins. DNA profiling or typing is sometimes called 

DNA fingerprinting because it allows police to identify an individual in the same way as fingerprints do. 

DNA can be extracted from any body fluid or from fragments of a body. 

 Forensic scientists do not look at the whole of a person’s DNA sequence, but rather a sub-set of a 

DNA profile. DNA profiles are a very powerful means of determining whether two or more samples 

may or may not have come from the same person. If DNA profiles do not match, they came from 

different people. However, if they do match, there is still a very slight chance that they may have come 

from different people. 

 DNA is the same in every cell of the body, and stays the same throughout life. As such, DNA 

profiles taken at different times and places can be compared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y 

come from the same person.  (excerpted from Professional Police English by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7. The article is about _____________. 

 (A) what DNA is  (B) how to make DNA 

 (C) where to store DNA (D) why fights DNA in the lab 

 (E) when to extract DNA 

48. What’s closest meaning to the word “means”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A) direction   (B) construction  (C) method  (D) threat  (E) area 

49. What’s NOT an example of extracting DNA from body fluid? 

 (A) blood   (B) flesh   (C) saliva  (D) sweat (E) nasal mucus 

50. Which statement is true? 

 (A) DNA typing is different from fingerprinting. 

 (B) Forensic scientists have to look at the whole set of a person’s DNA sequence. 

 (C) DNA is the same in every cell of the body, but doesn’t stay the same throughout life. 

 (D) Everyone’s DNA is different except for identical twins. 

 (E) One person’s DNA can only be taken at a specific time. 

 

 

中央警察大學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 

各科試題解答修正版 

 

英文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C D B A E E E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A E D C A D C E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A A D C D A B E 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C C A C E C D E B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B B A C D A A C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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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各科釋疑結果】 

【英文】 

第 35 題：【考生 20028、36014、20686提】 

1.本題是談 if 子句對犯罪率變化的期待以及所採取的對策，所以邏輯上會期待犯罪率下降而不是上升，

因此(C) “decreased”才是最佳答案。所以維持原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42 題：【考生 20605 提】 

1.本題整篇短文談述台北街頭機車在人行道騎乘現象、原因及解決方案，認為有恐懼的不安全感，因為

經常有機車從後面呼嘯而過(roar up behind you)，並沒有說行人容易受傷，以單選最佳答案來看，

選項(B)較選項(C)更能顯示作者文章含意。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48 題：【考生 20758 提】 

1.本句的句義為：DNA 是能確定多個樣本是否來自同一個體的有效“方法”, 故 (C)  “method”是正確答

案，而(A) “direction”與本句語意邏輯不通。所以維持原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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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各學系 

科目：英文 

注
意
事
項 

1.本科試題共 50 題，均為單一選擇題(答案卡上第 51 至 80 題空著不用)。 

2.每題後面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或最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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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得 2 分；答錯者倒扣 1/4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本試題共 5 頁。 

一、字彙：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30 分) 

1. Mary got a(n) _____ for driving too fast.  

 (A) citation (B) ID (C) amendment (D) license (E) certificate 

2. The mayor of Kaohsiung agreed to provide financial aid to the flood _____. 

 (A) police (B) victims (C) applicants (D) agents (E) protesters 

3. You can’t come into my house without a search _____. 

 (A) penalty (B) evidence (C) checkbook (D) warrant (E) regulation 

4. Taipei’s traffic is too _____, especially during the rush hour. I can’t stand it.  

 (A) exclusive (B) basic (C) reasonable (D) suspicious (E) chaotic  

5. Conducting an outdoor assembly without any _____ is illegal. 

 (A) confession (B) conviction (C) permission (D) questioning (E) evaluation 

6. The police retrieved any _____ camera footage around the crime scene. 

 (A) proof (B) security (C) crime (D) metal (E) national  

7. Hurry and call a(n) _____, someone just got hit by a truck. 

 (A) ambulance (B) jury (C) judge (D) witness (E) informant 

8. You have _____ the law because you are underage and still wander around after midnight. 

 (A) enforced (B) detected (C) violated (D) granted (E) illegaled 

9. You are under _____ for selling Ecstasy to school kids.  

 (A) to arrest (B) arresting (C) arrested (D) arrests (E) arrest 

10. I’d like to report a lost object. My purse was _____. 

 (A) stealing (B) been stealing (C) stole (D) stolen (E) steals 

11.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ything you say can be used _____ you in a court of law. 

 (A) in (B) upon (C) by (D) for (E) against 

12. Officer Li asks the driver to _____ because of speeding. 

 (A) pull out (B) pull away (C) pull off (D) pull over (E) pull down 

13. The police kept the suspect under ______. 

  (A) surveillance   (B) violation  (C) service    (D) attack  (E) prevention 

14. People with a(n) ______ record often have difficulty finding a job. 

 (A) critical (B) transnational (C) criminal (D) global (E) public 

15. That actress had to receive help in order to overcome her drug ______. 

  (A) commitment (B) addiction (C) organization (D) investigation (E) cust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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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話：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10 分) 
16. A: Where is Detective Lin’s office?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Around 3 o’clock (B) On the 3
rd

 floor 

 (C) Not until 3 (D) In about 3 minutes 

 (E) About 3 years ago 

17. Officer Lin: Officer Wu, could I talk to you for a minute? 

 Officer Wu: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May I take a message? (B) Next Saturday. 

 (C) I have talked to her. (D) I’m sorry. I’m just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E) I’m sorry. Detective Wang isn’t here. 

18. A: I would like to withdraw NT$50,000.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Call the police! (B) How did you lose that amount of money? 

 (C) May I see your bankbook, please? (D) That’s expensive.  

 (E) Here’s my driver’s license. 

19. A: Excuse me, duty officer, where is the bus stop?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Next to the library (B) In the kitchen 

 (C) Next week (D) In about 5 minutes 

 (E) In the classroom 

20. A: This wouldn’t have happened if you had watched where you were going. 

 B: It wasn’t my fault. You ran through the red light. 

 A: The light was yellow. 

 B: It couldn’t have been yellow on your side because it was green when I went through it. I hope 

you have insurance. 

 A: We’ll see what the cops have to say. They should be here in any minute. 

 Q: What has just taken place? 

 (A) B stopped at the red light. (B) A was running down the street. 

 (C) They stole something. (D) A has car insurance. 

 (E) They had a car accident. 

三、綜合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40 分) 
I. (21-26題) 

   When you drive a car, it is important to always look at what is going on around you. Cars, scooters, 

bicycles and people are everywher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lways be   21   the lookout for them. 

When you   22   a left or right turn,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is trying to get around you. It 

is a good idea to always look in your mirrors. If you are careful, you can   23   many accidents. Each 

year, thousands of people die because people are careless when they drive. These accidents don’t have to  

  24  . Being a careful driver i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25   a person can do when they are on the 

road. (excerpted from GEPT cloze test by Jolihi Press, 2003) 

21. (A) on (B) in (C) for (D) by (E) away 

22. (A) get (B) do (C) make (D) play (E) turn 

23. (A) follow (B) keep (C) catch (D) avoid (E) increase 

24. (A) take off (B) take place (C) take over (D) take away (E) take down 

25. (A) which (B) where (C) whom (D) who (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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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What should you do when you drive a car? 

 (A) Just drive and ignore any other cars. 

 (B) Should not care anyone when you turn right or left. 

 (C) Just pay attention to cars, but not bicycles nor people. 

 (D) Always look at what is going on around you. 

 (E) Being a careless driver when you are on the road. 

II. (27-40題) 

   There is a(n)   27   – a surprising, opposite result – to all this dieting. While many people are 

becoming thin, other people are becoming overweight. More people are overweight than in the past! In 

many countries, there is a   28   problem with obesity.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irst, these days, 

many people often go to fast-food restaurants. At these restaurants, many of the foods (such as fried 

potatoes and deep-fried meat) are   29   in fat, so are some of the dairy products. Second, dieting 

doesn’t often work. Sometimes people   30   weight fast, but they usually gain it back again. Almost 

95 percent of all people gain back weight after   31  . One problem with obesity is easy to see: 

overweight people have more sicknesses, such as heart disease and diabetes. (excerpted from 

Interactions Access by McGraw-Hill, 2007) 

27. (A) work (B) wordless (C) irony (D) effort (E) joy 

28. (A) small (B) violent (C) serious (D) minor (E) light 

29. (A) high (B) low (C) tall (D) good (E) mediocre 

30. (A) lost (B) lose (C) loss (D) are lost (E) losed 

31. (A) a diet (B) a minute (C) driving (D) hiking (E) reading 

32. If you _____ something, you usually put it in oil.  

 (A) steam (B) boil (C) grill (D) fry (E) bake 

33. If you _____ weight, you will weight more. 

 (A) hold (B) lost (C) gain (D) get (E) make 

34. Based on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s does not belong to the group? 

 (A) diabetes (B) heart disease (C) sickness (D) health (E) illness 

35. Based on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s does not belong to the group? 

 (A) overweight (B) slender (C) heavy (D) fat (E) plump 

36.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mean in the sentence? 

 Dieting often doesn’t work. People usually gain back the weight. 

 (A) have a job (B) succeed (C) operate (D) make or shape (E) be active and try 

37.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mean in the sentence? 

 I have to work hard to stay thin. 

 (A) have a job (B) succeed (C) operate (D) make or shape (E) be active and try  

38. What is the closest meaning to “While” in line 1? 

 (A) period of time (B) occasionally (C) although (D) whereas (E) at the same time 

39. What is the closest meaning to “obesity” in line 7? 

 (A) a condition of being very overweight (B) a condition of drinking too much 

 (C) a condition of working too much (D) people are becoming thin 

 (E) people are eating too much su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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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What is the closest meaning to “dairy” in line 5? 

 (A) disease (B) journal (C) every day (D) food (E) products from milk 

四、閱讀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 分) 
I. (41-45題) 

   My name is Elena Sanchez. I’m from Mexico, but now I live in California. I’m a student here in 

English language classes at a small college. 

   I live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It’s on the corner of Olive Street and Sycamore Avenue. My address 

is 2201 Olive Street. There’s a big olive tree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There’s a park across the street. 

There are a lot of oak trees in the park. The trees are beautiful in the summer. 

   A lot of my neighbors ar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people next to me are from Indonesia. The 

family across from the Indonesian family is from Colombia. 

   The stores in this neighborhood are always busy. There’s a Korean drugstore and an Armenian 

flower shop. A Chinese church is next to the flower shop. There are three restaurants on Olive Street: 

one Mexican, one Japanese, and one Moroccan-Italian-American! (excerpted from Interactions Access 

by McGraw-Hill, 2007) 

 

 

 

 

 

 

 

 

41.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article? 

 (A) Elena studies English in a college in California. 

 (B) The people in Elena’s neighborhood are from many countries. 

 (C) There are restaurant with food from many countries in Elena’s neighborhood. 

 (D) Elena likes her neighbors very much. 

 (E) Elena can try different cuisines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everyday. 

42. Place A is __________. 

 (A) a Chinese church (B) the Indonesian family 

 (C) a park (D) the Colombian family 

 (E) a Japanese restaurant 

43. Place B is __________. 

 (A) a Chinese church (B) the Indonesian family 

 (C) a park (D) the Colombian family 

 (E) a Japanese restaurant 

44. Place E is __________. 

 (A) a Chinese church (B) the Indonesian family 

 (C) a park (D) the Colombian family 

 (E) a Japanese restaurant 

45. Based on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s does not belong to the group? 

 (A) Japan (B) Mexico (C) America (D) Indonesia (E) Colombia 

Drugstor

e 
Flower 

Shop 

Elena’s 

Building 

Mexican 

Restaurant 

Moroccan-Italian

-American 

Restaurant 

B 

C 

D 

E 

A 

S
Y

C
A

M
O

R
E

 

A
V

E
N

U
E

 

E
L

M
 S

T
R

E
E

T
 

OLIVE STREET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帳號：godtrain 

英文5  

II. (46-50題) 

   Many people are surprised when they find that the Internet was set up in the 1960s. At that time, 

computers were large and expensive. Computer networks didn’t work well. If one computer in the 

network broke down, then all of the network stopped. So a new network system had to be set up. It had 

to be good enough to be used by many different computers. If part of the network was not working, 

information could still be sent through another part. In this way, the computer network system would 

keep working all the time. 

   In the early 1970s, computers were still very expensive and the Internet was difficult to use. By the 

start of the 1990s, computers became less expensive and easier to use. Scientists had also developed 

software that made surfing the Internet more convenient. 

   Today, it is easy to get on line and it is said that millions of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every day. 

Sending e-mail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with students. (excerpted from GEPT reading comprehension 

by Jolihi Press, 2003) 

46. It took about ______ for computers to become less expensive. 

 (A) 10 years (B) 20 years (C) 30 years (D) 40 years (E) 50 years 

47. In the 1960s, the computer network _____________. 

 (A) had few problems (B) had a lot of problems 

 (C) was good enough to be used (D) was already used by millions of people 

 (E) was not set up yet 

48. Which statement is TRUE? 

 (A) The Internet has a history of less than thirty years. 

 (B) Scientists set up a new network system to make computers cheaper. 

 (C) In the 1970s, computers became easier to use. 

 (D) People didn’t have enough software to get on line conveniently until the early 1990s. 

 (E) Even today,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use the Internet and not many people use it. 

49. What’s the opposite of “expensive” in line 2?  

 (A) costly (B) priceless (C) nonexpensive (D) invaluable (E) cheap 

50. What does “e” in the word “e-mail” in line 11 stand for? 

 (A) electronic (B) electronics (C) electro (D) electric (E) elect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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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科目(各學系) 

英文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D E C B A C E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 D A C B B D C A E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C D B E D C C A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D C D B B E E A E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B A D E C C B D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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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各科釋疑說明】 
 

一、共同科目 

【英文】 

第 35題：【考生 20189提】 

1.該題題目是問下列哪個選項不屬於同類別，答案選項 A、C、D、E皆跟肥胖有關，只有答案 B不屬於這

類別。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44題：【考生 20436提】 

1.本文應由第一段看至第四段結束，第一段則簡單介紹文中主角 Elena背景，第二段提到 Elena家位置

及週遭環境，且同一段落提到她家對面有座公園 (There’s a park across the street)，也就是 C，

第三段提到她家隔壁是 Indonesian family (D)，Indonesian家對面是 Colombian family (B)，第四

段提到花店旁是間 Chinese church (A)，剩下 E應指 Japanese restaurant (其他兩家位於 Olive Street

的餐廳都在圖上)，位於 Elena家的斜對面(diagonally across)。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E)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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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各學系 

科目：英文 

注
意
事
項 

1.本科試題共 50 題，均為單一選擇題(答案卡上第 51 至 80 題空著不用)。 

2.每題後面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或最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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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得 2 分；答錯者倒扣 1/4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本試題共 7 頁。 

一、字彙：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1. It is assumed that the police are the special _____________ of the citizens’ liberties and the  

community’s tranquility. 

 (A) gardeners (B) amateurs (C) guardians (D) gangsters (E) colleagues 

2. The kidnapper demanded a(an) _____________ of 200,000 US dollars for freeing the hostage.  

 (A) surcharge  (B) compensation  

 (C) wage  (D) ransom  

 (E) income 

3. Police Officer Helen Huang is ___________ traffic at a busy intersection when she sees two men  

fighting on the sidewalk about half a block away. 

 (A) directing (B) waving (C) making (D) leading (E) taking 

4. While working an 8:00 a.m. to 4:00 p.m. ________ on May 24, 2015, Police Officers Tsai and Lin 

received a radio call at 1:50 p.m. to investigate a report of a man with a gun in front of 56 Suren 

Avenue. 

 (A) job    (B) shift   (C) task   (D) work   (E) turn 

5. Signing a(an) ______________ treaty with a country may deter a criminal’s possible overseas fleeing. 

 (A) settlement   (B) commerce   (C) penalty   (D) negotiation   (E) extradition 

6. The civilians __________ the former mayor of taking bribes. 

 (A) conspired (B) acquired (C) devoted (D) accused (E) impounded 

7. Courts can not exclude eyewitness ____________ from a trial. Sometimes it is the only evidence to a  

crime. 

 (A) apparel (B) plea (C) program   (D) lineup   (E) testimony 

8. The lawyer is going to __________ to a higher court next week in order to help his client who has  

been suspected of being involved in a murder case. 

 (A) sentence   (B) appeal   (C) assist (D) outgo (E) notify 

9. Human ______________ is a form of modern slavery where people profit from the control and  

exploitation of others. 

 (A) trafficking   (B) traffic   (C) transportation  (D) transport   (E) immigration 

10. With CCTV security systems, police are now keeping the area under constant _______________. 

 (A) care (B) suppression 

 (C) surveillance (D) change 

 (E)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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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話：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11. Police: Excuse me, si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iver: Oh, I’m sorry. I didn’t see any traffic signs. 

 (A) Why didn’t you wear a safety helmet? 

 (B) Here you are. You couldn’t care less. 

 (C) Didn’t you know it’s a one-way street? You shouldn’t drive in. 

 (D) How come you did this! 

 (E) What is the make of your car? 

12. Bicyclist: Excuse me, officer. My bike isn’t working well. Could you help me with it? 

Police: No problem. I’ll check and see if I can ____________________ it. 

 (A) get along with (B) take care of 

 (C) be interested in (D) keep in touch with 

 (E) get rid of 

13. Officer Liu: How have you been? 

Officer Su: 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I am a sergeant. 

 (B) We have been together for one year. 

 (C) Not much.  

 (D) So … what brings you here? 

 (E) Haven’t we met before? 

14. Officer Lee: Hey, Jane. I don’t have a pen with me. Can I use yours? 

Officer Wa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Anything is O.K. with me.  

 (B) Sure. Go ahead. 

 (C) I am glad to hear that.  

 (D) Count me in. 

 (E) I am with you all the way. 

15. Foreigner: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your office to apply for my police criminal record  

certificate? Can I take the bus? 

Duty officer: If you are not considering taking the MRT, you can take bus 236. 

Foreigner: How often does the bus leave for your office? 

Duty Offic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Early in the morning (B) Twenty minutes later 

 (C) It runs always (D) In ten minutes 

 (E) Every half an hour 

16. A: I am going to take the test for the police academy this Sunday, and I am feeling so nervous. 

B: Take it easy! I will ____________________. 

A: Thanks. I hope that I can pass the exam successfully. 

 (A) search high and low for it (B) count you in 

 (C) make it up (D) keep my fingers crossed for you 

 (E) be on the safe side 

17. Officer Chen: I understand most terminologies in police English, but I’m too dumb to know how to  

use them. 

Officer Tsa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I can relate. (B) That’s great. 

 (C) I am very proud of you. (D) I hate when that happens. 

 (E) Tell me ab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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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uty Officer: Hello, Officer Shen speaking. May I help you? 

Foreigner: I’ve lost my wallet and traveler’s checks. I’d like to report a pickpocketing. 

Duty Offic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our name, please. 

 (A) Don’t be afraid of. You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B) Don’t worry! That’s a piece of cake. 

 (C) Don’t panic! We will do our best to help you.  

 (D) That’s not a big deal. 

 (E) Someone must have picked your pocket. 

19. Foreigner: Hello. This is Stella Jobs. May I speak to Officer Chiang? 

Duty Officer: Excuse me, ma’am. Officer Chiang is currently ______________.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him a message? 

 (A) taking French leave (B) skipping the duty 

 (C) leaving us alone (D) leaving behind 

 (E) on business leave 

20. Foreigner: Officer Chiu, I really appreciate what you have done for me. 

Officer Chiu: You’re welco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I am just doing my business.  

 (B) I am just doing my job. 

 (C) I am just doing my things.  

 (D) I am just doing my mission. 

 (E) I am just doing my responsibility. 

三、文法：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21. Our commander is so picky about fruits that he only eats three kinds of them. One is watermelon, 
another is pineapple, and           guava. 

 (A) some is (B) the other is 

 (C) the others are (D) the another is 

 (E) others are 

22. When a criminal is arrested, he or she has the option to remain          . 

 (A) silence (B) silent 

 (C) silently (D) silenced 

 (E) silencing 

23. We spent our winter vac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it rained constantly, we still had a great 

time. 

 (A) Although (B) In spite of 

 (C) Despite (D) Due to 

 (E) Because 

24. It is prohibited by law to mail through parcel post any merchandise that might prove          in 

transport. 

 (A) to the danger (B) with danger 

 (C) dangerously (D) dangerous 

 (E) of the danger 

25.           the end of martial law in 1987, people were allowed to form new political parties and 

have the right of assembly, free speech and publication. 

 (A) For (B) With 

 (C) At (D) In 

 (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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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The police found a bunch of kids ________ drugs in an empty house, so they stopped and arrested 

them right away. 

 (A) taking (B) take 

 (C) to take (D) are taking 

 (E) of taking 

27. After five hours of police questioning, the young man finally admitted __________ someone else’s 

credit card. 

 (A) having been used (B) to have used 

 (C) having used    (D) to use 

 (E) have used 

28. According to the police, the car accident _________________ faulty brakes. 

 (A) brought about (B) resulted in 

 (C) was because   (D) led to 

 (E) was attributed to 

29. Charles has _______________ difficulty of all the students figuring out the forensic chemistry 

problem. 

 (A) few (B) fewer 

 (C) more (D) the least 

 (E) less 

30. While ____________, Police Officer Chang was approached by a woman who was screaming that 

she had been assaulting by her husband. 

 (A) with patrol (B) at patrol (C) in patrol (D) under patrol (E) on patrol 

四、綜合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A) 

     Identity theft, the stealing of one’s personal status and information, is    31    to be the 

fastest-growing crime in the world. For the past decade, more than 6.8 million people in Taiwan were 

victims of identity theft, and this number is still    32   . People’s identity can be stolen in a variety 

of ways. Thieves steal wallets or search through garbage cans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y change the 

billing address to get control of accounts.    33   , more high-tech thieves send fishing emails or use 

devices to collect data from credit cards. Most of the time, people may not find out about the crime until 

long after it    34   . While authorities can take some steps to protect the public    35    identity 

theft, ultimately, it is one who need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protecting oneself.  

31. (A) asked (B) made (C) claimed (D) regarded (E) thinking 

32. (A) declining  (B) on the decrease 

 (C) vibrating  (D) threatening 

 (E) on the increase 

33. (A) In other words  (B) In addition  

 (C) Generally  (D) Merely 

 (E) However 

34. (A) has done  (B) has committed   

 (C) has been done  (D) has been committed 

 (E) has been made 

35. (A) from (B) of (C) to (D) with (E) at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帳號：godtrain 

 英文5  

(B)  

     Many societies still believe that certain jobs should be gender-specific, and this idea is 

strengthened in schools. Both men and women    36    the gender bias in the workplace as well. 

Women training for jobs that are traditionally    37    men, such as a plumber, ship-captain or 

firefighter, might be harassed by male coworkers. The    38    of genders is also see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ommon words such as policeman, fireman and nanny suggest that jobs must be done by a 

certain sex.    39   , more women are being elected in government, and more men are choosing to be 

stay-at-home dads. We should all fight to    40    these barriers so that our children can grow up to 

be whatever they want to be. 

36. (A) stay away from (B) put up with   

 (C) other than  (D) have in common 

 (E) compare with 

37. (A) held by (B) regarded as (C) owing to (D) belongs to (E) just like 

38. (A) likeness (B) unlikelihood (C) unfair (D) unequal (E) gap 

39. (A) Shortly  (B) In the past  

 (C) These Days  (D) Instantly 

 (E) Momentarily 

40. (A) work together  (B) break down  

 (C) catch up with  (D) bully 

 (E) demand 

五、閱讀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A) 

     Proper firearms training is one phase of law enforcement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No part of the 

training of a police officer is more important or more valuable. The officer’s life, and often the lives of 

his or her fellow officers, depend directly upon skill with the weapon he or she is carrying. Proficiency 

with the revolver is not attained exclusively by the volume of ammunition used and the number of hours 

spent on the firing line. Supervised practice and the use of training aids and techniques help make the 

shooter.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a good firing range where new officers are trained and older personnel 

practice in scheduled firearms sessions. The fundamental points to be stressed are grip, stance, breathing, 

sight alignment, and trigger squeeze. Coordination of thought, vision, and motion must be achieved 

before the officer gains confidence in shooting ability. Attaining this ability will make the student a 

better officer and enhance his or her value to the force. 

41.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proper training in the use of firearms is one aspect of law enforcement 

that must be given serious consideration mainly because it is                 . 

 (A) the most useful and essential factor in the training of a police officer 

 (B) the one phase of police officer training which stresses mental and physical coordination 

 (C) the costliest aspect of police officer training 

 (D)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police officer training 

 (E) the optional part of police officer training 

42. A police officer will gain confidence in his or her shooting ability only after having             . 

 (A) spent the required number of hours on the firing line 

 (B) been given sufficient supervised practice 

 (C) learned the five fundamental points 

 (D) learned to coordinate revolver movement with sight and thought 

 (E) finished his/her studies in a police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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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included as the fundamental points of 

firearms training? 

 (A) position  

 (B) a good holding  

 (C) the focusing of hearing  

 (D) an adjustment for seeing focus  

 (E) a stable and smooth respiration 

44. What does the phrase “firing range” in line 6 mean? 

 (A) the length of firing (B) the scope of firing 

 (C) the space of firing (D) the arrangement of firing 

 (E) the place of practicing firing 

45. What is probably the best title of the passage? 

 (A) The expenditure of firearms training for a police officer 

 (B) The importance of firearms training for a police officer 

 (C) How to gain the shooting ability for a police officer 

 (D) How to be a good police officer 

 (E) The fundamental points of firearms training 

(B) 

     The public often believes that the main job of a uniformed officer is to enforce laws simply by 

arresting people. In reality, however, many of the situations that an officer deals with do not call for the 

use of the power of arrest. In the first place, an officer spends much of his or her time preventing crimes 

from happening, by spotting potential violations or suspicious behavior and taking action to prevent 

illegal acts. In the second place, many of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officers are called on for assistance 

involve elements like personal disputes, husband-wife quarrels, noisy juveniles, or emotionally 

disturbed persons. The majority of these problems do not result in arrests and convictions, and often 

they do not even involve illegal behavior. In the third place, even in situations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good reason to make an arrest, an officer may have to exercise very good judgment. There are times 

when making an arrest too soon could touch off a riot, or could result in the detention of a minor 

offender while major offenders escaped, or could cut short the gathering of necessary on-the-scene 

evidence. 

46. The passage implies that most citizens                   . 

 (A) will start to riot if they see an arrest being made 

 (B) appreciate the work that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do 

 (C) never call for assistance unless they are involved in a personal argument or a husband-wife 

quarrel 

 (D) do not realize that making arrests is only a small part of law enforcement 

 (E) believe they can get the police assistance promptly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one way in which police officers can prevent crimes from happening is 

by                . 

 (A) arresting suspicious guys 

 (B) taking action on potential violations 

 (C) letting minor offenders go free 

 (D) refusing to get involved in husband-wife fights 

 (E) calling for back-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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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The word “juveniles” in line 6 is mostly like                . 

 (A) drivers (B) neighbors 

 (C) bystanders (D) pedestrians 

 (E) youth 

49. The last sentence in the passage mentions “detention of minor offenders.” Of the following, which 

best explain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detention” as used here? 

 (A) sentencing someone 

 (B) indicting someone 

 (C) calling someone before a court hearing 

 (D) questioning someone 

 (E) arresting someone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included in the possible happenings when  

making an arrest too promptly? 

 (A) a mobbish gathering 

 (B) a runaway of prime violators 

 (C) a costly and time-consuming investigation 

 (D) an imprisonment of secondary violators 

 (E) an interruption of collecting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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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詴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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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詴題共 4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警察勤務區分為幾種方式？ 

 (A) 三種方式     (B) 四種方式 (C) 五種方式 (D) 六種方式 

2.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六條之規定，服勤時間以下列何種分配為原則？ 

 (A) 勤四、息六    (B) 勤四、息八 (C) 二班制 (D) 四班制 

3.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我國警察勤前教育分為三個種類，亦即為基層勤前

教育、聯合勤前教育，以及下列何者？ 

 (A) 專業勤前教育   (B) 專門勤前教育 (C) 專案勤前教育 (D) 專屬勤前教育 

4.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五條之規定，警察勤務起迄時間及種類可區分為日勤、夜勤及深夜

勤，其勤務之交接時間，由下列何者定之？ 

 (A)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 (B) 警察分局  

 (C) 警察局   (D) 警政署 

5. 我國警察勤務制度之發展，有所謂「法制期」之發展階段，係指警察勤務條例制定公布之時期，

請問該條例為民國幾年制定公布？ 

 (A) 民國 42 年 (B) 民國 51 年 (C) 民國 61 年 (D) 民國 76 年 

6.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七條之規定，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行及督導之機構為下列何者？ 

 (A)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 (B) 警察分局  

 (C) 警察局  (D) 警政署 

7.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民國 100 年 4 月 15 日警署刑偵字第 1000094636 號函修正「警察機關分駐(派

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有關刑事類作業之程序，其共計修正幾種刑事類作業程序？ 

 (A) 25 種    (B) 27 種   (C) 29 種 (D) 31 種 

8. 根據第 7 題內政部警政署函頒修正之刑事類作業程序之規定，處理劫持人質或汽車作業程序與

步驟時，必頇用現場封鎖帶將現場封鎖，並以數層封鎖警戒線保護現場，其中負責「警戒」之

任務屬於第幾層之封鎖線？ 

 (A) 第一層封鎖線    (B) 第二層封鎖線 (C) 第三層封鎖線 (D) 第四層封鎖線 

9.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十四條之規定，派出所所長，就家戶訪查事項，認為有必

要時，得將所屬數個警勤區，以座談會或下列何種方式實施之？ 

 (A) 協力訪查   (B) 聯合訪查 (C) 分批訪查 (D) 合作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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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國之「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最近一次的修正日期為何者？ 

 (A) 民國 97 年   (B) 民國 98 年 (C) 民國 99 年 (D) 民國 100 年 

11.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第十二點暨「警察勤務區勤務規範」第六點之規定，警

勤區之劃分，由下列何者每年定期檢討調整之？ 

 (A)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 (B) 警察分局  

 (C) 警察局  (D) 警政署 

12.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每上班日應連線勤區查察處理系統，查看

新增訊息，並應於幾日內確認，由系統連結相關資料轉入戶卡片？  

 (A) 三日內   (B) 五日內 (C) 六日內 (D) 七日內 

13.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執行勤區查察，執勤後得提前幾分鐘返所，

過錄實際查察所得資料與辦理通報事宜？ 

 (A) 五分鐘          (B) 十分鐘 (C) 十五分鐘 (D) 二十分鐘 

14.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應隨時使用電腦核對治安顧慮人口等具有

特別記事人口資料，於戶卡片目錄作何種之註記？ 

 (A) 記事 1          (B) 記事 2 (C) 記事 3 (D) 不必註記 

15. 根據「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勤務督察共分為幾級？ 

 (A) 二級 (B) 三級 (C) 四級 (D) 五級 

16. 全球有關派出所等固定之警察基層勤務執行機構，在不同地區有不同之名稱，新加坡稱其為下

列何者？ 

 (A) 小型警局(Mini Station)   (B) 受理台(Shop Front) 

 (C) 鄰里警崗(Neighborhood Police Post) (D) 門市部(Store Front) 

17. 有關警察勤務規劃之方式，理論上可分為兩種方式，其中根據情資並運用犯罪分析，據以先期

規劃相關之勤務，稱之為下列何種勤務規劃方式？ 

 (A) 反應式(reactive)勤務規劃   (B) 行動式(active)勤務規劃 

 (C) 預警式(proactive)勤務規劃 (D) 回應式(responsive)勤務規劃 

18.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之「警察機關受理 e 化帄臺作業程序」

之規定，該系統各作業系統開放上線使用，因天災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無法作業，得先以人工

方式作業，製作表單交予民眾，其於應上線使用本系統時，頇於幾小時內補輸入？ 

 (A) 8 小時         (B) 12 小時 (C) 24 小時 (D) 48 小時 

19.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之「治安要點錄影監視系統調閱影像

檔案處理作業程序」之規定，監錄系統之影音檔案資料，自錄製完成時起，至少應保存多久？ 

 (A) 半個月        (B) 1 個月 (C) 3 個月 (D) 6 個月 

20.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二十六條之規定，各級警察機關實施勤務督導，若以該條文明文規定

之先後順序論之，則其首要之目的與功能為何？ 

 (A) 激勵服勤人員工作士氣   (B) 考核勤務績效 

 (C) 指導工作方法  (D) 實施勤務獎懲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六條之規定，警勤區依下列何種規定劃分？ 

 (A) 依自治區域     (B) 應參酌政黨屬性 (C) 依人口疏密  

 (D) 應參酌治安狀況 (E) 應參酌工作繁簡 

22.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下列何者為此條文明文規定之共同勤務？ 

 (A) 巡邏 (B) 勤區查察 (C) 值班 (D) 為民服務  (E) 社會治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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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五條之規定，下列何者為「勤務時間」正確之相關規定？ 

 (A) 零時至四時為深夜勤   (B) 二十時至二十四時為夜勤      

 (C) 每日勤務時間為二十四小時 (D) 六時至十八時為日勤    

 (E) 待命服勤之時間，不酌予補假 

24. 民國 97 年 07 月 02 日修正之「警察勤務條例」，曾修正下列哪些條文以及文字內容？ 

 (A) 第十五條服勤人員每週輪休全日二次 (B) 第十一條勤區查察以家戶訪查方式  

 (C) 第六條警勤區依下列規定劃分 (D) 第五條警察勤務區，由員警一人負責 

 (E) 第三條警察勤務之實施應晝夜執行普及轄區 

25. 根據民國 100 年修正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其中規定為防制治安顧慮人口再犯，

得定期實施查訪下列何者？ 

 (A) 曾犯詐欺之罪，經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者 

 (B) 經感訓處分執行完畢之流氓 

 (C) 曾犯組織犯罪之罪，經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者 

 (D) 曾犯傷害之罪，經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者 

 (E) 曾犯妨害自由之罪，經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者   

26.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六條之規定，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訪查時應注意下列何事

項？ 

 (A) 可用強制力執行訪查 (B) 應著制服或出示警察服務證 (C) 告知訪查事由

 (D) 應注意態度之優雅 (E) 受訪查者不可藉任何理由拒絕訪查 

27.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十六條之規定，警勤區員警於家戶訪查時所作成之資料，

可作為下列何種方式之使用？ 

 (A) 供警察機關內部執行犯罪預防之使用    

 (B) 完全提供國防部兵役行政方面之參考 

 (C) 完全提供調查局執行重大案件偵查時之使用 

 (D) 供警察機關內部執行為民服務之使用 

 (E) 應提供予相關之事業經營者之閱覽與參考使用 

28.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基本資料包括下列何者？ 

 (A) 警勤區概要圖  (B) 警勤區轄區表 (C) 警勤區記事簿 

 (D) 警勤區概要冊 (E) 警勤區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 

29.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五章之規定，對於勤務規劃之敘述，下列何者為正確？ 

  (A) 勤務執行機構人員置四人至五人者，得另採全日更替制 

 (B) 警察勤務之裝備機具，由警政署定之   

 (C) 警察局或分局設有各種警察隊(組)，服行各該專業勤務 

 (D) 勤務編配，採行三班輪替或其他適合實際需要之分班服勤   

 (E) 勤務執行機構按月排定勤務分配表執行之   

30.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之「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之規定，

電子遊戲機之分類，係指下列何者？ 

 (A) 益智類  (B) 賭博電玩類   

 (C) 鋼珠類  (D) 娛樂類    

 (E) 未具影像、圖案，僅供兒童騎乘類   

31.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之「偵辦金融電信人頭帳戶詐欺案件

管轄作業程序」之規定，受理警察機關在填輸 e 化帄臺開案時，應將管轄發生地填輸受理報案

之警察機關，開立 e 化報案三聯單，並向下列何者完成警示通報？ 

 (A) 八號分機 (B) 165 專線 (C) 警政署 (D) 金融機構 (E) 督察室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2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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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之「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之規定，

下列何情況之酒後駕車，即已達觸犯刑法應可移送法辦之程度？ 

 (A) 呼氣酒精濃度已達每公升 0.28 毫克    (B) 呼氣酒精濃度已達每公升 0.55 毫克 

 (C) 呼氣酒精濃度已達每公升 0.50 毫克 (D) 血液中酒精濃度已達 0.10％ 

 (E) 血液中酒精濃度已達 0.11％ 

33.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八條、第十四條之相關規定，以及我國警察實務之發展狀況，與警察

分駐所、派出所同層級之勤務機構為下列何者？ 

 (A) 勤務隊(組)  (B) 警察所  (C) 警衛派出所  

 (D) 機動派出所(或機動隊)  (E) 專案派出所   

34.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九條之相關規定，以及我國警察實務之運作現況，警察分局之地位與

功能為何？ 

 (A) 屬於協調管理層  (B) 為勤務執行機構  

 (C) 屬於重點性勤務執行機構 (D) 屬於勤務策略最高決策階層 

 (E) 對重點性勤務得逕為執行   

35. 依據家戶訪查之相關法制規定與其勤務執行之規範，家戶訪查之行為性質，屬於下列何者？                                                        

 (A) 行政指導  (B) 刑事偵查  (C) 實力強制調查 

 (D) 民事調查  (E) 任意調查之行政調查 

36. 美國警政學者威爾遜(O. W. Wilson)在警察專業化發展(Professional Era)的當時，其所提倡仰賴

汽車巡邏之理由為下列何者？ 

 (A) 易與民眾接近、可作詳細之觀察 (B) 不受地形與道路之限制 

 (C) 可較快速的反應，增加逮捕率 (D) 就涵蓋面論，其比傳統巡邏較廣而有效 

 (E) 輕便靈活、安置容易、使用經費少   

37.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之「查處賭博案件程序」之規定，職

業大賭場認定標準，依「警察機關查獲職業性大賭場認定基準」之規定，凡查獲賭博案件，經

查明有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合乎下列何種條件之一者，則認定為職業性大賭

場？ 

 (A) 賭場主持人，經查明係不良組織幫派分子者   

 (B) 賭場查獲賭資現金、籌碼等合計達新臺幣 30 萬元 

 (C) 賭場抽頭達新臺幣 2 萬元  

 (D) 賭場使用詐賭方法詐欺者 

 (E) 參與賭博達 5 人以上   

38.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之「執行備勤勤務作業程序」之規定，

備勤勤務之工作項目包括下列何種工作？ 

 (A) 通訊聯絡及傳達命令 (B) 解送、戒護人犯  (C) 傳達重要公文 

 (D) 駐地安全維護 (E) 接受查詢、申請、報案 

39. 根據「警察服制條例」之規定，我國警察制服之種類包括下列何種制服？ 

 (A) 禮服 (B) 操作服 (C) 常服 (D) 便服 (E) 非制式服   

40. 根據「警察勤務區勤務規範」第十二點之規定，勤區查察時數應嚴加管制，非有下列何種情形，

不得變更： 

 (A) 災害事件非變更不足以處理搶救時 (B) 因訓練、講習，致警力不足，勤務調配困難時 

 (C) 治安事故非變更不足以緝捕制止時 (D) 因個別身心因素非變更不足以舒緩時 

 (E) 特別勤務，非變更不足以維持秩序及達成任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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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詴各科詴題解答 

100 年 6 月 10 日修正版 

 

警察勤務  詴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C C C A C B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D A B C C C B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E AC CD ACD ACE BC AD CE D A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D BE ACD AC AE CD AD BC ACD ABCE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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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 

科目：警察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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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勤區員警執行勤區查察勤務時，應攜帶應勤裝備或物品；下列何者為非？ 

 (A) 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     (B) 無線電通訊器材       

 (C) 警察服務證  (D) 警勤區記事簿 

 

2. 治安穩定的轄區，警察機關之勤務規劃大多係屬何種方式？ 

 (A) 預警式勤務規劃     (B) 例行性勤務規劃       

 (C) 反應式勤務規劃  (D) 機動式勤務規劃 

 

3.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九條之規定，警察局基於事實需要，頇將個別勤務與共同勤務分別

實施時，得以分局或分駐(派出)所為單位，指派員警執行何種勤務？ 

 (A) 專責執行勤區查察     (B) 守望       

 (C) 路檢  (D) 盤查 

 

4. 依據「警察分駐派出所設置基準」，分駐(派出)所得視需要重新評估，規劃調整設置；請問其

准駁權責最後歸屬於那一個單位？ 

 (A) 內政部    (B) 警政署 (C) 該管地方政府 (D) 該管地方警察局 

 

5. 依據治安斑點圖提供之功能，作為警察勤務分配之參考依據，是下列那一項原理的運用？ 

 (A) 目標管理理論    (B) 系統分析理論 (C) 多元參與理論 (D) 模糊集理論 

 

6. 警勤區依自治區域劃分時，下列何者為其劃分基準？ 

 (A) 鄰里    (B) 村里 (C) 家戶 (D) 社區 

 

7. 警勤區應設置查巡合一巡邏箱，設置地點係由誰選擇決定？ 

 (A) 警勤區員警     (B) 警察分駐(派出)所所長     

 (C) 警察分局長  (D) 警察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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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警勤區員警對屢查不遇治安顧慮人口的處理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A) 對屢查不遇治安顧慮人口，應報告分駐(派出)所所長，列入專案查訪 

(B) 如發現屢查不遇治安顧慮人口行蹤不明，應即通報協尋 

(C) 應以書面直接通知受查訪人下次查訪時間           

 (D) 可以電話與受查訪人聯繫，替代直接查訪 

 

9.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家戶訪查之實施，應於日間為之，但與訪查對象約定

者，最晚得於夜間何時之前實施？ 

 (A) 二十一時     (B) 二十二時 (C) 二十三時 (D) 二十四時 

 

10. 依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治安要點錄影監視系統調閱影像檔

案處理作業程序」之規定，監錄系統之影音檔案資料，若因調查犯罪而有保存之必要，最長保

存多久，就一定要銷毀？ 

 (A) 3 個月     (B) 6 個月 (C) 1 年 (D) 3 年 

 

11.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現行辦理警察勤務區劃分與檢討調整的權責分配，下

列何者正確？ 

(A) 由警察局定期檢討調整，交付實施            

 (B) 由派出所規劃調整，報經分局轉請警察局核備       

 (C) 由派出所研提建議，報請分局核備後實施       

 (D) 由分局定期檢討調整，報請警察局核備 

 

12. 下列那一項法令開始將警察勤務區正式規定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 

(A) 警察勤務條例    (B) 警務章程  (C) 警察法 (D) 警察勤務試行通則 

 

13.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警察局或分局設有各種警察隊(組)者，應依其任務，分派人員

服行何種勤務？ 

(A) 專業勤務     (B) 專屬勤務 (C) 特種勤務 (D) 專案勤務 

 

14.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勤務交接時間由何機關定之？ 

(A) 內政部     (B) 警政署 (C) 警察局 (D) 警察分局 

 

15. 警勤區員警平時家戶訪查以何者為輪流查察單位？ 

(A) 家     (B) 戶 (C) 鄰 (D) 里 

 

16. 下列有關日本的派出所和駐在所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在組織體系上係隸屬於警察分局的地區部門           

 (B) 組織體制和我國的派出所及駐在所一樣        

 (C) 是日本警察最基層的行政單位        

 (D) 其工作內容如同我國的派出所及駐在所 

 

17. 下列何者非為家戶訪查所稱「記事 1」之治安顧慮人口？ 

(A) 恐嚇取財罪     (B) 普通搶奪罪 (C) 普通竊盜罪 (D) 傷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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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新到任警勤區員警為儘速瞭解轄區人口動、靜態及勤區狀況，應於下列何種期間全面訪查一

次？ 

(A) 六個月      (B) 三個月 (C) 二個月 (D) 一個月 

 

19. 下列有關我國「警察勤務條例」的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勤務條例」係於民國六十年制定公布             

 (B) 「警察勤務條例」共分七章二十九條        

 (C) 「警察勤務條例」第五章規定勤務時間        

 (D) 「警察勤務條例」是依據警察法第三條規定制定 

 

20.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繁雜警勤區每年年終應由分局業務組長實施複評，其

目的為何？ 

(A) 為避免警勤區員警因工作能力不足，致轄區治安重點資料未依規定建置與訪查      

 (B) 繁雜警勤區工作繁重，實施複評以激勵服勤人員工作士氣       

 (C) 現地瞭解實況，加強考詢，以瞭解警勤區對於轄區狀況熟悉情形     

 (D) 繁雜警勤區加強實施勤務勤惰督考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依據「警察勤務區勤務規範」規定，警勤區手冊何種表內所列非屬記事人口者，每三個月應查

察一次以上？ 

 (A) 保防類調查表   (B) 保安類調查表 

 (C) 戶口類調查表 (D) 刑事類調查表 

 (E) 行政類調查表   

 

22. 警察於執行路檢勤務時，對合於「警察職權行使法」查證身分規定者，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

所查證身分；有關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之作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其時間自帶往起不得逾三小時               

 (B) 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             

 (C) 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                                     

 (D) 應即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E) 有關警察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之作為，該人民不得有異議 

 

23. 警勤區員警對於訪查對象全戶遷出者之資料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應於戶長目錄暫以紅色斜線刪除                

 (B) 戶長目錄除增減訪查對象未變更者外，每年至少重新列印一次      

 (C) 舊目錄應另行裝訂除戶簿存查             

 (D) 戶長目錄保存期限十年 

 (E) 由警勤區員警自行妥善保管   

 

24. 有關我國警衛派出所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設置在特定地區內    (B) 執行守護任務 

 (C) 所屬分局於必要時設置之 (D) 執行之任務係屬特種勤務 

 (E) 為臨時任務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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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根據「巡邏勤務手冊」規定之巡邏勤務規劃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巡邏勤務由分駐(派出)所、分局與警察局負責規劃，構成所、分局、局三層巡邏網   

 (B) 巡邏網之規劃，應依地區特性及治安、交通事故資料分析，劃分巡邏區，選定巡邏要點 

 (C) 第一層巡邏網應配合分局轄區劃分為原則           

 (D) 第一層巡邏網實施點線巡邏或集中機動派遣           

 (E) 第二層巡邏網應配合分駐(派出)所轄區劃分為原則   

26. 警察勤務區是我國現行警察勤務基本單位，下列何者是我國以前警察勤務基本單位的名稱？ 

 (A) 擔當區    (B) 聯勤區 

 (C) 警務區                           (D) 警管區 

 (E) 巡邏區   

27. 有關警察勤務運作原理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授權原理是以時間為主要著眼點，而空間性亦是導致授權原理的主要原因      

 (B) 顯見原理就是見警率的歸納，也就是針對警察勤務執行之外觀而言 

 (C) 迅速原理的基本假設是：警察人員越早到達犯罪現場，則逮捕犯罪人的機會越大 

 (D) 彈性原理的基本假設是：警察事故發生的不可預期性與時空差異性 

 (E) 機動原理強調動態的勤務運作   

28. 下列有關機車巡邏簽章要領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到達巡邏點時應馬上下車並巡簽，並在周遭有安全顧慮範圍內巡邏一下       

 (B) 機車巡邏行進間應注意前、後、左、右可疑人車 

 (C) 簽好巡邏表以後，一名先上機車，另一名擔任警戒，二人不要同時上機車   

 (D) 巡邏中之二部機車，應一前一後，保持安全距離，並且要前後不定時互換 

 (E) 巡邏中之二部機車，前車負責帶班及通訊   

29.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暨「警察機關勤區查察處理系統作業規定」，有關記事

人口改列工作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記事人口改列工作是警勤區員警的權責，應於訪查三年期滿後，逕行改列      

 (B) 警勤區員警核對轄內居民資料，凡最近五年內有刑案紀錄資料者，應於戶卡片目錄註記為  

記事 2 

(C) 記事 2 人口判決確定執行完畢五年期滿後，警勤區員警利用勤區查察處理系統通報分局建

議改列為無記事人口，不再註記 

(D) 記事 1 人口經以治安顧慮人口列管三年期滿除名後，頇由刑事單位認定，改列為記事 2 人

口訪查 

(E) 治安顧慮人口之資料係擷取自「治安顧慮人口資訊系統」，列為記事 1 人口，註記於家戶

訪查簿 

30. 梅可望研究各國警察勤務，歸納出要達成警察任務則警察勤務應掌握數項運作原則，下列何者

屬之？ 

 (A) 控制預備警力     (B) 巡邏重於守望 

 (C) 內勤外勤並重 (D) 永不間斷，無處弗屆 

 (E) 因時因地因事制宜   

31.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轄區出獄人口通報與訪查實施計畫」之規定，所稱之出獄人口係指下列何

者？ 

 (A) 竊盜類出獄人口     (B) 毒品類出獄人口 

 (C) 殺人類出獄人口 (D) 搶奪類出獄人口 

 (E) 強暴類出獄人口   

32.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交通疏導作業程序」之規定，下列

何種時機，頇使用手控號誌疏導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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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重要外賓或高級長官座車通過路口時               

 (B) 特種勤務通行路線交通擁擠時 

 (C) 左轉車流影響行車順暢時             

 (D) 交通尖峰時間，車輛爭道行駛，頇維持路口淨空時         

 (E) 因交通事故、災變等突發狀況或交通流量達到自動號誌無法有效疏導時   

 

33. 我國警察勤務區勤區查察勤務的性質，屬於下列何者？ 

 (A) 共同勤務    (B) 行政警察勤務       

 (C) 重點性勤務 (D) 非重點性勤務       

 (E) 個別勤務   

 

34.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執行守望勤務作業程序」之規定，

守望勤務之工作項目包括下列何種工作？ 

 (A) 整理交通秩序    (B) 通訊聯絡及傳達命令 

 (C) 警戒 (D) 警衛 

 (E) 為民服務   

 

35. 有關我國警察常年訓練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分駐(派出)所為基層常年訓練的權責單位              

 (B) 我國常年訓練早期稱為常年教育 

 (C) 常年訓練區分為一般訓練和專案訓練             

 (D) 常年訓練的個人訓練包含學科與術科訓練 

 (E) 警察常年訓練辦法係依警察法規定訂之   

 

 

36.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下列何者為輔助性勤務機構？ 

 (A) 駐在所     (B) 勤務隊(組) 

 (C) 分駐所 (D) 警衛派出所 

 (E) 機動派出所   

 

37. 依據「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之規定，警勤區員警應配合辦理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應於警勤區手冊內及戶卡片備註欄註記     

(B) 接獲受理報案通報後，應立即清查比對，並於三日內前往訪問關懷家屬，至少每個月定期

訪查一次 

 (C) 如失蹤滿三年以上仍未尋獲者，改為每年訪查家屬一次        

 (D) 定期查訪所得資料應註記於戶卡片副頁 

 (E) 本項各項相關書面資料頇永久保存 

 

38. 勤區查察每月應編排聯合查察，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實施，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 聯合查察係聯合數警勤區警力，以聯合訪查方式實施          

 (B) 每個月至少應編排聯合查察一次 

 (C) 出勤後，應共同繞巡警勤區治安要點一遍，並共同查簽巡邏簽章表各一處   

 (D) 得以組合警力方式優先查察兩警勤區轄內記事人口及個別查察難以訪查之場所 

 (E) 聯合查察所得家戶資料，由各該警勤區員警自行簽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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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有關勤區查察家戶訪查的次數與時間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記事 1 人口每一個月訪查一次，記事 2 人口每二個月訪查一次       

 (B) 家戶訪查的時間規定是為確保訪查所需最少時數 

 (C) 規定家戶訪查的次數與時間，是為統一各地作法，力求工作普遍化，並便於督考 

 (D) 現行勤務編排要求每月編排二十小時以上之勤區查察家戶訪查 

 (E) 家戶訪查所規定的次數是依據戶口的分類而來，係指訪查的間隔時間   

40.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有關警察勤前教育的實施次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基層勤前教育之實施次數，以員警人數決定             

 (B) 山地、離島基層單位勤務單純者，每週實施三次 

 (C) 凡實施單位實有人數在七人以上者，應逐日實施         

 (D) 聯合勤前教育之實施次數，以每月舉行一次為原則 

 (E) 凡實施單位實有人數在六人以下，四人以上者，隔日實施 

 

中央警察大學 101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警察勤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A C B A A B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D B C C A D B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D BCD AC AB ABE ADE BCDE BCD CD AB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D ABE BDE ACDE BCD BDE ACD BCD BCE ACE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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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詴詴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 

科目：警察勤務 

注

意

事

項 

1.本詴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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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詴題共 5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依據「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 化帄臺作業要點」第三點之規定，共有幾類 e 化帄臺作業系統？ 

 (A) 七類 (B) 八類 (C) 九類 (D) 十類 

2.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明文規定，負責轄區警察勤務之規劃、指揮、管制、督導及考核，並

對重點性勤務，得逕為執行之勤務規劃監督機構為下列何者？ 

 (A) 分駐(派出)所 (B) 警察分局 (C) 警察局 (D) 警政署 

3.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五條之明文規定，警察勤務區，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由下列何者一

人負責？ 

 (A) 員警 (B) 警員 (C) 警務員 (D) 警察官 

4.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明文規定，我國警察勤務方式之共同勤務有幾種？ 

 (A) 四種  (B) 五種 (C) 六種 (D) 七種 

5.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明文規定，我國警察之共同勤務，以下列何者為主？ 

 (A) 巡邏 (B) 值班 (C) 守望 (D) 備勤 

6.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明文規定，除有特殊任務得變更之外，深夜勤務以不超過幾小時為度？ 

 (A) 二小時 (B) 四小時 (C) 六小時 (D) 八小時 

7. 依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執行巡邏勤務中盤查（檢）人車作

業程序」之規定，以及內政部警政署 91 年 6 月 7 日警署行字第 0910101262 號函「警察人員

執行勤務著防彈衣及戴防彈頭盔規定」，於日間（8 時至 18 時）執行機車巡邏時，防彈衣之

穿著由下列何者視天候及治安狀況決定之？ 

 (A) 帶班警員  (B) 分駐(派出) 所主管 

 (C) 分局長      (D) 局長 

8.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每月應排定多少小時實施社區治安諮詢或

在所整理戶口等資料之時間？ 

 (A) 一小時至二小時    (B) 二小時至四小時 

 (C) 四小時至六小時  (D) 六小時至八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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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之明文規定，記事二人口訪查頻率，由警察局視治安狀

況與實際需要律定，每幾個月訪查一次以上？ 

 (A) 半個月 (B) 一個月 (C) 二個月 (D) 三個月 

10.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明文規定執行勤區查察，於簽出後三十分鐘、返所前

幾分鐘內，應至村里長服務處所、警勤區內巡邏簽章表處所（二處以上）巡簽？ 

 (A) 五分鐘內 (B) 十分鐘內 (C) 十五分鐘內 (D) 二十分鐘內 

11. 依據「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之明文規定，督導之次數依實際需要作適度規劃，惟各級

督導人員之督勤次數，除經事前簽奉核准減免次數之外，每月每人不得少於幾次？ 

 (A) 三次 (B) 四次 (C) 五次 (D) 六次 

12.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於家戶訪查加分事蹟之明文規定中，若欲考詢員警有

關警勤區記事簿內人口，每次以不超過幾人為原則？ 

 (A) 五人    (B) 六人 (C) 七人 (D) 八人 

13. 依據「警察常年訓練辦法」，術科訓練為射擊訓練及體技訓練，每人每月集中訓練幾小時？ 

 (A) 四小時 (B) 五小時 (C) 六小時 (D) 八小時 

14.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一條之規定，該辦法乃依下列何法規之規定訂定之？ 

 (A) 憲法     (B) 警察法 (C) 警察勤務條例 (D) 警察勤務區勤務規範 

15.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之規定，警勤區員警實施訪查時，應以下列何種方式進入適

當之處所辦理訪查？ 

 (A) 應逕行進入訪查即可     (B) 得不經其同意，逕行進入訪查   

 (C) 應隨機式的進入訪查即可 (D) 應經受訪查人之同意並引導，始得進入 

16.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為社區治安專責人員，派任時應遴選優秀

員警專責擔任，並以久任為原則，其明定之所謂久任者，為下列何期程？ 

 (A) 二年以上     (B) 三年以上 (C) 四年以上 (D) 五年以上 

17.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項目、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下列何機關定之？ 

 (A) 內政部     (B) 行政院 (C) 立法院 (D) 警政署 

18. 治安顧慮人口除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數之外，原則上由戶籍地警察機關多久實施查訪一次？ 

 (A) 一旬     (B) 半個月         (C) 一個月 (D) 二個月 

19.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遇有缺額，應優先派補，以確保下列何種

警政工作之推行？ 

 (A) 問題導向警政 (B) 社區警政 (C) 零容忍警政 (D) 專業化警政 

20. 內政部警政署於民國 101 年函頒之「警察機關設置及巡簽巡邏箱實施要點」之規定，警察勤務

單位劃分巡邏區（線），應陳報所屬上級機關（分局或警察局）列管，並至少多久期間定期檢

討一次？ 

 (A) 每三個月 (B) 每六個月 (C) 每九個月 (D) 每一年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我國「警察勤務條例」，近來因為勤務思想與策略之更迭，曾有多次之修正，請問其修正之時

期各為下列何年？ 

 (A) 民國 95 年 (B) 民國 96 年  

 (C) 民國 97 年 (D) 民國 98 年   

 (E) 民國 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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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勤務規劃之理論基礎中，有所謂問題導向之沙拉(SARA)模式，其 SARA 之勤務規劃之四個階

段或原則之中，有包括下列何者？ 

 (A) 掃瞄 (B) 掃蕩 

 (C) 分化   (D) 分析   

 (E) 協商 

23. 勤務規劃之理論基礎中，有所謂分析犯罪之熱點(hot spot of crime)，其所謂之熱點，為分析或

說明下列何種資訊或意涵？ 

 (A) 熱門人物(hot fellows of people) (B) 熱門地點(hot locations of territory) 

 (C) 熱門時段(hot times of day)  (D) 熱門商品(hot goods of product)   

 (E) 熱門爭議(hot issues of matter) 

24. 美國於 1972 年曾有一個影響全球警察勤務改革關鍵性之實驗，即堪薩斯市預防巡邏實驗(the 

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其實驗之重要發現為下列何者？ 

 (A) 巡邏密度多寡與刑案率之發生無關 

 (B) 巡邏密度多寡與刑案之發生率有密切關聯  

 (C) 市民對犯罪之恐懼會因巡邏密度之改變，而有明顯之影響        

 (D) 市民對犯罪之恐懼不會因巡邏密度之改變，而有明顯之影響 

 (E) 民眾對警察之態度，會因巡邏密度之改變，而有明顯之影響   

25. 依據「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 化帄臺作業要點」，刑事警察局負責管理之作業系統，包括下列何

種類之作業系統？ 

 (A) 失車作業系統 (B) 交通事故作業系統 

 (C) 失蹤人口作業系統 (D) 身分不明作業系統 

 (E) 兒少脫逃作業系統 

26. 警察大學於民國 97 年印行之「警察學」一書，論及步巡時，有下列何種優點，而非他種巡邏

方式可企及者？ 

 (A) 速度快，可節約時間 (B) 易與民眾接近，亦易為民眾所接近 

 (C) 人力可以節約，機動性甚大 (D) 可作詳細的觀察，敏銳的察覺情況之變化 

 (E) 可運用於廣漠地區及森林湖沼地帶    

27. 我國「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於民國 97 年訂定，近來亦曾有多次修正其規定，請問

其修正之時期各為下列何年？ 

 (A) 民國 98 年    (B) 民國 99 年  

 (C) 民國 100 年 (D) 民國 101 年   

 (E) 民國 102 年   

28.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有關記事人口之改列，下列何者為正確之規定？ 

 (A) 記事一人口經以治安顧慮人口列管六年期滿除名，改列記事二人口訪查二年 

 (B) 執行受裁判徒刑宣告之易刑處分者，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訪查三年，期滿後改列無記事人口 

 (C) 記事二人口判決確定，執行徒刑完畢訪查三年，期滿後改列無記事人口 

 (D) 經裁判緩起訴、緩刑者期間未經撤銷者，期滿後改列無記事人口   

 (E) 不起訴處分、無罪判決及不受理案件，應立即改列無記事人口 

29.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各項勤區查察資料保存有一定年限之規定，期滿則自

行銷毀，其資料保存年限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為一年 (B) 巡邏簽章表為一年 

 (C) 死亡（含受死亡宣告）為五年 (D) 喪失國籍人口之記事卡及副頁為十年 

 (E) 警勤區手冊相關表單名冊為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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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有關其第三章「勤區查察勤務編排」之相關規定，下

列何者正確？ 

 (A) 因轄區治安狀況特殊，得報經警察局同意後，勤區查察酌予降為每月編排十八小時以上 

 (B) 勤區查察以家戶訪查方式實施，服勤時間得斟酌勞逸情形，每日編排二小時至六小時 

 (C) 派出所應按月填報勤區查察時數管制表，於次月五日前送分局審核  

 (D) 有關治安諮詢事項或居民提出之意見，應摘要過錄於居民意見通報單，通報分局妥處 

 (E) 核定之勤區查察不得任意變更，若當月勤查時數未達最低下限時，至遲應於三個月內補足 

31. 依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執行守望勤務作業程序」之規定，

固定式的守望有下列幾種？ 

 (A) 事故性守望    (B) 巡守合一式守望 

 (C) 執行侍（警）衛任務之守望 (D) 據點性守望 

(E) 特定處所守望   

32. 依據「警察常年訓練辦法」，常年訓練區分為一般訓練及專案訓練，其中之一般訓練，包含下

列何者？  

 (A) 特定任務訓練   (B) 組合訓練 

 (C) 特殊任務警力訓練   (D) 幹部訓練  

 (E) 業務訓練 

33. 警察大學於民國 97 年印行之「警察學」一書，論及警察勤務指揮監督一節時，稱勤務指揮的

目的在發揮 3C1I 的作用，其中 1I 則是指 1 個情報(Intelligence)的作用，而 3C 則為下列何種作

用？ 

 (A) 指揮(Command)            (B) 諮詢(Consultation)           

 (C) 合作(Cooperation) (D) 協調(Coordination)          

 (E) 控制(Control)     

34. 依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槍械彈藥查核清點作業程序」之規

定，下列何者為正確之敘述？ 

 (A) 備勤人員應清點核對員警登記領用及歸還之槍號、彈藥數量（批號）是否相符     

 (B) 所長應每週親自清點查核槍號、彈藥數量（批號）1 次 

 (C) 雙週查核槍械彈藥，應檢查保養、維護及使用狀況，填寫「裝備檢查及保養工作單」 

 (D) 未列入勤務交接之裝備彈，應由值班人員蓋章及標示日期封存 

 (E) 領槍應放置領槍證，還槍時取回   

35. 依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勤務指揮中心狀況處置作業程序」

之注意事項規定，接獲勤務指揮中心之指揮，第一時間到達之員警應執行哪些事項，下列何者

為正確的應執行事項？ 

 (A) 負責現場之警戒維護     

 (B) 第一時間到達員警若非專業之處理人員，可自行判斷先行離開 

 (C) 雖不是專業之處理人員，但仍應先行對現場作立即且全面之處置  

 (D) 回報勤務指揮中心之內容須對現場狀況概略描述  

 (E) 到達現場後，立即向勤務指揮中心回報 

36.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明文規定，勤務規劃監督機構對勤務執行機構服勤人員之編組、服勤

時間之分配等，應妥予規劃，訂定勤務基準表，並應注意下列哪些事項？ 

 (A) 勤務時間必須循環銜接，不留空隙  

 (B) 考量服勤人員之家庭狀況 

 (C) 每人須有進修或接受常年訓練之時間  

 (D) 考量服勤人員之經濟狀況 

 (E) 分派勤務，力求勞逸帄均，動靜工作務使均勻，藉以調節精神體力   

 

http://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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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屬於該辦法明文規定得定期實施查訪之對象？ 

 (A) 竊盜罪者   (B) 傷害罪者   

 (C) 詐欺罪者 (D) 侵占罪者 

 (E) 妨害自由罪者 

38.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之明文規定，員警實施家戶訪查時，下列何者為正確之訪查

作為？  

(A) 局長就家戶訪查事項，認為有必要時，得聯合所屬數警勤區，以聯合訪查方式實施之 

(B) 訪查以座談會方式實施者，應將訪查時、地，於訪查日二週之前，以書面通知受訪查對象 

(C) 家戶訪查時，得訪詢家戶生活安全需求事項  

(D) 家戶訪查時，不得指導家戶生活安全維護事項 

(E) 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訪查，應依勤務分配表於日間為之。但與訪查對象約定者，不在此限 

39.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其所定義之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是指道路交通事故有下列何

種情形之一者，乃為重大之道路交通事故？ 

 (A) 死亡人數二人  

 (B) 死亡及受傷人數在十人以上       

 (C) 受傷人數十二人 

 (D) 運送之有毒液（氣）體、放射性物質洩漏之事故  

 (E) 運送之危險物品發生爆炸、燃燒事故 

40.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明文規定，勤務執行前，應舉行勤前教育，其種類包含下列何者？ 

 (A) 基礎勤前教育 (B) 專業勤前教育         

 (C) 專案勤前教育 (D) 整合勤前教育           

 (E) 專屬勤前教育 

 

中央警察大學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詴 

各科詴題解答修正版 

 

警察勤務  詴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C A B A B C B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D C D A A C B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 AD BC AD AE BD BD CDE BDE 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E BDE ADE CE ADE ACE ACE CE BD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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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詴詴題各科釋疑結果】 

三、行政警察學系 

【警察勤務】 

第 1 題：【考生 20028 提】 

1.依據 102 年內政部警政署編印最新版之「警察實用法令」第 196 頁「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 化帄臺作業

要點」第三點之規定共有九類 e 化帄臺系統。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10 題：【考生 20499、20605、20171 提】 

1.依據 102 年內政部警政署編印最新版之「警察實用法令」第 265 頁「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

第三十七點之規定，執行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於簽出後三十分鐘、返所前二十分鐘內，應至村里長服

務處所、警勤區內巡邏簽章表處所（二處以上）巡簽。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第 38 題：【考生 20861 提】 

1. 依據 102 年內政部警政署編印最新版之「警察實用法令」第 262 頁「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八

條之明文規定，「警察勤區員警家戶訪查，「得」實施下列事項：三、訪詢家戶生活安全需求事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 (E)無誤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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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 

科目：警察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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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符合法制規範，我國警察勤務相關法令之演進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民國 61 年 8 月立法公布「警察勤務條例」 

 (B) 民國 90 年 6 月司法院大法官 535 號解釋對警察執行勤務之職權，應有「法律保留之要求」 

 (C) 民國 92 年 6 月由立法院三讀通過「警察職權行使法」 

 (D) 民國 92 年 12 月開始施行「警察職權行使法」 

 

2. 我國警察勤務時間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每日服勤時數以 8 小時為原則 

 (B) 每日勤務交替時間大抵為上午 8 時 

 (C) 日勤勤務起迄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6 時 

 (D) 深夜勤起迄時間為凌晨 0 時至上午 6 時 

 

3. 警察機關勤務規劃之目標，在於審視時空因素，統籌所有警力圓滿達成任務。要達成此任務，

一般採行例行性勤務規劃與預警先發式勤務規劃二種方式，以治安穩定之轄區而言，例行性勤

務規劃，所佔的比率，下列何者最正確？ 

 (A) 三成 (B) 五成 (C) 六成 (D) 九成 

 

4. 實施勤務規劃應依治安特性為之。依地區分析而言，就轄內已發生之各種刑案、交通事故、火

災等案件，須按期實施檢討分析，一般而言，大多以多久時間實施檢討分析一次？ 

 (A) 每週 (B) 半個月 (C) 兩個月 (D) 三個月 

 

5. 我國警察勤務時間與勤務規劃的分配，下列何者錯誤？ 

 (A) 每日勤務以 8 小時為原則，其中日勤以 4 小時為限 

 (B) 服勤人員每週輪休全日二次，遇有臨時事故得停止之 

 (C) 深夜勤以不超過 4 小時為度，但有特殊任務，得變更之 

 (D) 勤務機構置二人者，得另採全日更替制；其夜間值班，均改為值宿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帳號：godtrain 

警察勤務2  

6. 有關「破窗理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僅是一種比喻，係低層次犯罪或行為不檢的表徵 

 (B) 有如一種暗示，其環境將轉變成犯罪的開端 

 (C) 是 1959 年於美國舊金山街道上的一項實驗 

 (D) 是對於社區的衰敗與失序，因而導致犯罪率上升的描述 

 

7. 梅可望氏認為，現代國家警察人員執行勤務的重要方式中，下列何種是執勤方式的骨幹？ 

 (A) 路檢 (B) 臨檢 (C) 巡邏 (D) 查察 

 

8. 警勤區之查察工作，係以家戶訪查方式為手段，以期達到犯罪預防、為民服務及社會治安調查

等勤務功能，此外，因尚須在轄區內巡簽，故亦具有巡邏之意義，蓋因為遂行勤查活動之時，

走遍大街小巷，亦屬構成巡邏網路之層面。此種勤務方式稱之為何？ 

 (A) 巡簽合一 (B) 查簽合一 (C) 巡查合一 (D) 查巡合一 

 

9. 下列何者不是「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5 條及「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 2 條規定之對象？ 

 (A) 普通搶奪罪 (B) 乘機性交猥褻罪 (C) 酒駕重傷罪 (D) 準詐欺罪 

 

10. 「形象互動理論」是以「意義」來瞭解犯罪現象的核心，並加以界定一個人為犯罪人以後對其

行為的影響。下列何種理論是以「形象互動理論」為基礎？ 

 (A) 犯罪情境理論 (B) 犯罪預防理論 (C) 破窗理論 (D) 標籤理論 

 

11. 警察勤務項目當中，下列何者為活動範圍涵蓋廣闊，能主動出擊，又能被動緊急支援，且可伴

隨多種勤務來執行？ 

 (A) 備勤 (B) 巡邏 (C) 臨檢 (D) 家戶訪查 

 

12. 「警察替代役」於執行臨檢勤務時之地位，下列何者正確？ 

 (A) 可獨立對外為意思表示 (B) 視為行政委託之地位 

 (C) 視為行政助手之地位 (D) 與義交的性質不同 

 

13. 我國警察機關為掌握全國治安狀況，發揮勤務管制功能，從中央到地方依層級設置幾級勤務指

揮中心？ 

 (A) 一級 (B) 二級 (C) 三級 (D) 四級 

 

14. 楊千氏認為，從計量之管理科學觀點而言，就警察勤務的特性與任務分派，下列何種勤務之本質

屬於「等候理論」？ 

 (A) 守望 (B) 備勤 (C) 值班 (D) 巡邏 

 

15. 遇轄區發生重大治安事故、有警察人員涉及之案件或其他具新聞性、政治性、敏感性之重大治

安事故，其處置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A) 警察局應立即先以傳真向內政部警政署通報 

 (B) 於案發後 20 分鐘內輸入「全國治安管制系統」初報內政部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 

 (C) 如因案情複雜且有延續性而無法一次完整陳報之案件，應依初報、結報等方式陳報，以利查考 

 (D) 於接獲報案後 2 小時內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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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26 條第 2 項之規定，應加強勤務督導之重點時日，下列何者非屬之？ 

 (A) 深夜 (B) 黃昏 (C) 暴風 (D) 重要節日 

 

17. 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有其基本假設(Basic Assumption)即：人民希望提升生活品質

(Quality of Life)並去改善人民生活上不愉快的問題，根據這些描述，社區警政有其核心要素，

下列何者最重要？ 

 (A) 社會監督 (B) 社會參與 (C) 社會意識 (D) 社會學習 

 

18. 員警接獲通報前往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時，於執行臨場管制的工作中，下列何者非屬之？ 

 (A) 現場警戒 (B) 管制交通 (C) 看管事故車輛 (D) 傷患救護 

 

19. 由警察機關排定勤務分配表，所發動之巡邏勤務，在轄內不受時空限制，規劃正常的巡邏勤務，

穿梭大街小巷之中巡邏，需受勤務指揮中心管制；有狀況時，也須反應並到事故現場處理，此

種巡邏方式，稱作： 

 (A) 反應式巡邏 (B) 預警式巡邏 (C) 隱密性巡邏 (D) 指導性巡邏 

 

 

20. 警察對於交通工具的攔停臨檢，係以「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情事作為依據，下列何者最

不適合？ 

 (A) 臨時停車 (B) 擦撞路旁固定物 

 (C) 有酒醉駕車徵候等動作 (D) 夜間未打開車頭燈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我國警察勤務進入法制期的發展情形，下列何者正確？ 

 (A) 民國 76 年 7 月 24 日修正「警察勤務條例」第 11 條為「勤區查察，由警勤區警員查察之」 

 (B) 民國 89 年 10 月 31 日檢討廢止「戶口查察實施辦法」修訂「戶口查察作業規定」，暫以家

戶訪問取代戶口查察 

 (C) 民國 90 年 6 月警政署編印「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 

 (D) 民國 96 年 7 月 4 日「警察勤務條例」修訂，「勤區查察，由警勤區員警執行之」 

 (E) 民國 96 年 12 月 13 日發布「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共 19 條 

 

22. 依據「警察法」第 9 條第 7 款規定，下列何者為警察依法執行的警察業務？ 

 (A) 交通 (B) 消防 (C) 衛生 

 (D) 建築 (E) 正俗 

 

23.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12 條規定，下列何者為共同勤務？ 

 (A) 巡邏 (B) 安檢 (C) 特勤 

 (D) 值班 (E) 聯合勤查 

 

24.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我國警勤區之劃分，主要係以哪些項目為基準？ 

 (A) 依治安狀況 (B) 依自治區域 (C) 依人口疏密 

 (D) 依警力多寡 (E) 依交通設施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帳號：godtrain 

警察勤務4  

25. 我國分駐(派出)所設置的目的，主要有哪些？ 

 (A) 強化警勤區的功能 (B) 結合社區資源與民力 (C) 提供民眾服務的處所 

 (D) 蒐集地方情報 (E) 維護治安與預防犯罪 

 

26. 警察機關於人口稠密都會區或郊區治安特殊區域，得設置哪些輔助性勤務執行機構？ 

 (A) 分駐(派出)所 (B) 駐在所 (C) 勤務隊 

 (D) 警衛派出所 (E) 機動派出所 

 

27. 就任務、勤務性質與地位而言，警察分局所扮演的角色，下列何者正確？ 

 (A) 在警察組織體制中，屬於一種派出機關 

 (B) 在警察組織結構上，屬於協調管理層級 

 (C) 於勤務運作中，屬於勤務執行機構 

 (D) 於勤務運作中，屬於指揮者與督考者 

 (E) 分局轄內集會遊行勤務之執行，由警察局規劃、警察分局執行 

 

28. 有關員警進行家戶訪查時，其勤務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A) 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信用方法為之 

 (B) 應符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訪查係為維護治安之主要目的 

 (C) 必須要穿著制服或是出示警察服務證，以表明身分，並告知訪查事由 

 (D) 家戶訪查僅能於日間為之 

 (E) 家戶訪查時，亦得強行要求住居人開門，俾便入內執行訪查 

 

29. 有關勤區查察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每日家戶訪查之時數得依勞逸狀況編排 2 至 4 小時 

 (B) 勤區查察勤務應由分駐(派出)所所長親自編排 

 (C) 每名警勤區員警每 2 日應有 2 小時以上之勤區查察勤務 

 (D) 每月之勤區查察時數為 24 小時以上(不含社區治安諮詢時數 2 至 4 小時) 

 (E) 基於治安等狀況需要，致當月勤區查察時數未達最低下限時，至遲應於次 2 月內補足 

 

30. 為使轄區家戶訪查工作能於一年內全面訪查一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記事 1」應每月訪查二次以上 

 (B) 「記事 2」應每二個月訪查一次  

 (C) 一般居民及有關住所、居所、營業場所及其他處所等，應每年全面家戶訪查一次 

 (D) 警勤區每半個月至少應聯繫轄內村(里)鄰長一次 

 (E) 警勤區每月至少應聯繫轄內社區大樓保全管理人員一次   

 

31. 員警執行勤務發現治安顧慮人口時，可輸入的資料，下列何者正確？ 

 (A) 與治安顧慮人口同行人之身分證字號 (B) 臨檢時間 

 (C) 臨檢場所 (D) 治安顧慮人口使用之交通工具 

 (E) 訪談後所得資料 

32. 有關警勤區記事簿記事卡資料之註記，下列何者係由警察局刑警(大)隊或分局偵查隊收文後，

轉交警勤區員警建立？ 

 (A) 各級司(軍)法機關各類裁定書 (B) 衛生機關之行政處分書 

 (C)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裁定書 (D) 電腦查詢所得刑案資料 

 (E) 海關機關之行政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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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實施巡邏勤務執勤安全的流程中，下列何者正確？ 

 (A) 2 人 2 車機巡時，前方者先下機車，負責簽巡邏表，先上機車；後方者負責警戒，後上機車 

 (B) 2 人 2 車機巡時，前方者先下機車，負責簽巡邏表，後上機車；後方者負責警戒，先上機車 

 (C) 2 人 2 車機巡時，前方者後下機車，負責簽巡邏表，後上機車；後方者負責警戒，先上機車 

 (D) 2 人 1 車汽巡時，駕駛者先下車，後上車，帶班者擔任警戒，後下車，先上車 

 (E) 2 人 1 車汽巡時，駕駛者後下車，先上車，帶班者擔任警戒，先下車，後上車 

 

 

34. 實施巡邏攔檢勤務於盤查機車時，下列何者正確？ 

 (A) 實施攔檢前，應向勤務指揮中心通報，並將車型、車號、車行方向一併回報 

 (B) 應引導受檢車輛停放於警車之後方適當反應距離處，並將車鑰匙一併取下 

 (C) 應要求受檢人將車熄火，離開機車座位，盤查人員應分別站立於受檢人車輛之左、右兩側 

 (D) 遇有衝突或危險情況升高時，必要時拔出槍枝，關保險，槍口向下警戒，依比例原則用槍 

 (E) 逮捕現行犯時，先搜身後上手銬，查獲違禁或查禁物品，應依刑法、刑事訴訟法及社會秩

序維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35. 有關「臨檢」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具有不預告查察的意義 

 (B) 不限於警察機關使用 

 (C)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警察勤務條例非單純的組織法，實兼有行為法之性質 

 (D) 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名稱之不同，均為臨檢之手段 

 (E) 警察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 

 

 

36.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規定，下列何者得指定臨檢場所？ 

 (A) 督察長 (B) 縣(市)警察局之主任秘書 (C) 少年警察隊隊長 

 (D) 鄉(鎮、市)長 (E) 婦帅警察隊隊長 

 

 

37. 警察對已發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採行下列哪些措施？ 

 (A) 代保管其車輛牌照 

 (B) 可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身分 

 (C) 得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辨識之特徵 

 (D) 可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E) 得將行進中的交通工具加以攔阻 

 

 

38. 下列何者為實施「基層勤前教育」之內容？ 

 (A) 檢查服裝、儀容是否符合規定 

 (B) 國際時事分析 

 (C) 治安狀況之分析、研判 

 (D) 檢討服務態度之得失 

 (E) 對錶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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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警勤區員警於家戶訪查結束後，於訪查中所獲得之資料，下列何者應於當日處理完畢？ 

 (A) 意見表涉及他單位 

 (B) 意見表應報告分局 

 (C) 日誌表及意見表，應於當日陳所長核閱 

 (D) 警勤區基本資料 

 (E) 警勤區需待查證資料 

40. 依據最新修正之「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 化帄臺作業要點」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該作業系統共分為 8 類 

 (B) 一般刑案作業系統由刑事警察局負責 

 (C) 失蹤人口作業系統由刑事警察局負責 

 (D) 兒少脫逃作業系統由刑事警察局負責 

 (E) 其他案類作業系統由勤務指揮中心負責 

 

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警察勤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D B A C C D C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C D D A B C B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 ABCDE AD BC ABCE CDE ABCD ABC AB 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E ABCE BE A ABCD ACE BCDE ACD ABCD ABE 

 

中央警察大學 1 0 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標準答案釋疑結果 

【警察勤務】 

第 25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CE)，修正為(ABCDE)。 

第 32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CE)，修正為(A)。 

第 33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E)，修正為(E)。 

 
【103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各科釋疑說明】 

 
【警察勤務】 

第 2題：【考生 20663提】 

1.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15條規定，「警察勤務日勤勤務時間為上午 6時至下午 18時。」依前揭規定，

選項（C）為錯誤之敘述。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4題：【考生 20097、20433提】 

1.依據本題題幹及鄭文竹著「警察勤務」第 101頁（100年版）所述，依地區分析而言，一般大多以半

個月或一個月的時間實施檢討分析。因此，本題以選項（B）半個月為最適當。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14題：【考生 20433提】 

1.備勤與巡邏可能都是一種等候性質之勤務，然而依據鄭文竹著「警察勤務」第 292頁（100年版）楊

千氏之主張，選項（D）為本題最正確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第 24題：【考生 20787、20436提】 

1.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6條規定：「警勤區依下列規定劃分，一、依自治區域，…二、依人口疏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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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係以選項（B）和（C）為「基準」，其餘選項係為調整之因素。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C)無誤。 

第 25題：【考生 20433、20913提】 

1.依據「分駐（派出）所實務手冊」及警察勤務條例第 11條規定，本題選項（D）亦為正確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E)修正為(ABCDE)。 

第 26題：【考生 20433、20436、20511提】 

1.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8條、第 14條規定及鄭文竹著「警察勤務」第 80、81頁（100年版），就本

題題幹顯示，得設置輔助性勤務執行機構，係以選項（C、D、E）為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DE)無誤。 

第 27題：【考生 20433、20436、20913提】 

1.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4條規定及本題題幹顯示，分局於執行重點勤務時，亦屬於勤務執行機構之

一，因此，係以選項（A、B、C、D）為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無誤。 

第 29題：【考生 20070提】 

1.依據「警察勤務區勤務規範」第 11點之規定，因此，選項（A、B）為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無誤。 

第 32題：【考生 20011、20070、20090、20292、20433、20436、20511、20567、20584、20663、20787、20892、

20913、20960、未具名 1人提】 

1.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102年 12月 27日修正）第五十四點規定，因此，僅有選項（A）

為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E)修正為(A)。 

第 33題：【考生 20567、20787提】 

1.依據「執行巡邏簽章作業程序」修正規定，因此，僅有選項（E）為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E)修正為(E)。 

第 40題：【考生 20070、20567提】 

1.依據「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化作業要點」（102年 12月 4日修正）第四點、本系統之權責單位之規定，

因此，僅有選項（A、B、E）為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E)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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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 

科目：警察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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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規定」，戶籍地警察分局列管查訪對象因故住宿他轄警察分局轄區，

逾下列多久期間，應填具治安顧慮人口動態通報單，通報該他轄警察分局協助查訪？ 

 (A)1個月 (B)3個月 (C)5 個月 (D)半年 

 

2. 值班人員對擔服深夜勤同仁進行叫班時，除應注意駐地安全外，原則上應於其服勤前多久時間

叫班？ 

 (A)10分鐘 (B)15分鐘 (C)20分鐘 (D)半小時 

 

3.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警察得對曾犯妨害自由罪者實施定

期查訪，下列哪一項未列入該查訪對象？ 

(A)刑法第 296條之 1 (B)刑法第 302條 

(C)刑法第 303條 (D)刑法第 304條 

 

4. 繼英國倫敦於 1829年成立現代警察單位後，美國波士頓在 1838年創立了全國第一個警察局，

而後的紐約警察局是在下列哪一年成立？ 

 (A)1840年 (B)1842年 (C)1844年 (D)1846年 

 

5. 美國學者 James Q. Wilson指出警察機關具有「由下往上階級組織式的增加」之獨特性，因此

巡邏人員確實是警政政策的決定者。請問：下列何者符合該「獨特性」？ 

 (A)裁量（discretion）  

 (B)潛在性衝擊（potential impact） 

 (C)警察權力（the authority of police） 

 (D)反應（res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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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國行政學者酆裕坤認為，減少警察危害（Police Hazards）是巡邏工作項目之一，消除與減

少警察危害，實為巡邏最重要之職責。美國警察學者和麥（August Vollmer）則將警察危害分

成 4項。請問：警察若能對運動會、競賽集會、政治會議或遊行大會等加強巡邏，應可減少哪

一項危害？ 

 (A)人物 (B)地方 (C)財產 (D)情事 

 

7. 美國憲法明定，「搜索」、「扣押」以持有令狀為原則，該國最高法院因汽車搜索之特性，容許

有多種「汽車例外」原則。該例外原則依最高法院相關判例歸納出無令狀之汽車搜索，係基於

「機動」理論和下列哪一項理論相互作用之結果？ 

 (A)合理隱私期待 (B)較多隱私期待 (C)較少隱私期待 (D)不須隱私期待 

 

8.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對屢查不遇治安顧慮人口，應以書面或電話與受查訪人

約定時間查訪，如受查訪人行蹤不明，應通報下列何項作為？ 

(A)行方不明 (B)協尋（管） 

(C)戶籍地警察機關查訪 (D)居住地警察機關查訪 

 

9.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對滯留之人基於下列哪種認知？認為其有陰謀、預備、著手

實施重大犯罪或有人犯藏匿之處所者，得查證其身分。 

 (A)合理懷疑    (B)相當理由 (C)應有許可 (D)有事實足認 

 

10.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汽車駕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

每公升多少毫克以上，不得駕車？  

 (A)0.15    (B)0.18 (C)0.25 (D)0.28 

 

11.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

規定標準，須處罰鍰、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駕駛執照 1年；如附載有下列未滿幾歲兒童，

應吊扣其駕駛執照 2年？ 

 (A)4 歲 (B)6 歲 (C)8 歲 (D)12 歲 

 

12. 日本派出所的「交番（派出所）諮詢員」乃是不具有警察身分之非常設職員，從事聽取地區居

民意見、受理被害人報案、失物受理與招領、事件（故）發生聯絡及地區導覽等相關業務，請

問：此類諮詢員大多以下列何者為主？ 

 (A)義工媽媽 (B)退休公務員 (C)退休警察 (D)社區義工 

 

13. 問題導向之 SARA 模式中計有 4 種階段，其中應界定問題，而問題資料來源有居民投訴、警察

紀錄、情報資料及政府機構，問題必須以型態（pattern）方式表達，而且問題至少要有加害

者、被害者、地點、時間及行為等要素，係屬下列哪一階段？ 

(A)Assessment (B)Response 

(C)Analysis (D)Scanning 

 

14. 戶籍被逕遷至戶政事務所或監獄者，戶籍地警勤區員警對戶內人口，應每隔下列多久時間與上

述機關（連繫窗口人員）保持聯繫，並註記相關簿冊替代訪查？ 

 (A)1個月 (B)2 個月 (C)3 個月 (D)半年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帳號：godtrain 

警察勤務3  

15. 下列何者為勤區查察時，應攜帶外出之簿冊表卡？○1 警勤區概況表；○2 家戶訪查簿； 

○3 警勤區記事簿；○4 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 

 (A)○1 ○3  (B)○2 ○4  (C)○3 ○4  (D)○2 ○3 ○4  

 

16. 下列何者屬於「家戶訪查簿」裝訂之表卡？○1 警勤區交接登記表；○2 戶卡片目錄；○3 記事卡；

○4 社區治安及為民服務意見表。 

 (A)○1 ○2  (B)○3 ○4  (C)○1 ○3 ○4  (D)○1 ○2 ○4  

 

17. 依「警察機關勤區查察處理系統作業規定」，警勤區內應建暫住人口戶卡片者，屬於下列哪一

對象？ 

 (A)未設籍當地而於轄內活動人口（如公司、行號之負責人等）   

 (B)大陸地區人民，入境居（停）留期間者 

 (C)身分不明者（以社會處給予之名稱） 

 (D)僑居國外人民（以在臺原有戶籍者） 

 

18. 行政機關為達成行政目的所為之資料蒐集活動，屬於下列哪一項？ 

 (A)行政指導   (B)行政諮詢 (C)行政協助 (D)行政調查 

 

19.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規定」，戶籍地警察局應於每月之下列幾日前，製作新核定查訪對

象名冊及治安顧慮人口統計表，送刑事警察局？ 

 (A)下旬 (B)5 日 (C)7 日 (D)月底 

 

20. 因各社區都有不同狀況與環境，警察策略必須考慮各社區不同因素，而授權各社區之基層警察

分支機構，使其釐定之策略更能符合各社區之需求；另ㄧ方面，基層員警因為自主性高，也會

提昇工作成就與滿意度，係屬下列哪一種社區警政之工作要項？ 

 (A)社區的犯罪預防 (B)指揮的分權化 (C)重組巡邏的活動 (D)增加警察的責任心與成就感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警察之常年訓練區分為一般訓練及專案訓練，下列何者屬於一般訓練之目標？ 

 (A)組合訓練 (B)特定任務訓練 

 (C)幹部訓練 (D)業務訓練 

 (E)特殊任務警力訓練   

22. 下列有關警察勤務作為之年代敘述，何者正確？ 

 (A)民國 38年將警管區改為警勤區    (B)民國 43年公布警察法 

 (C)民國 92年發布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 (D)民國 96年發布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 

 (E)民國 97年發布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 

23. 學者 Bayley 根據世界各國的實證資料，將警察所處工作情境分為十類工作項目，下列何者屬

之？ 

 (A)交通整理 (B)處理進行中之犯罪行為 

 (C)回答路人詢問（如問路） (D)已發生犯罪之偵查 

 (E)戶口查察 

24. 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勤區依自治區域、人口疏密劃分，應參酌之情形，下列何者為條

文所列舉？ 

 (A)警力多寡 (B)地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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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交通狀況 (D)工作繁簡 

 (E)面積廣狹 

25. 在 1972年 10月 1日至 1973年 9月底，美國實施之堪薩斯市預防巡邏試驗（the 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試驗不同警力巡邏對犯罪率升降的影響。其研究設計係從

24個勤務區（beat）中挑選出 15個，並依犯罪資料、服務需求電話總數、人種組合資料、帄

均收入及流動人口資料等，分成下列哪些組別進行不同工作指派？ 

 (A)反應組 (B)隱藏組 

 (C)預警（先發）組 (D)控制組 

 (E)指導組   

26. 觸犯「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加害人，應列為家戶訪查對象，而司法為防制暴力發生，對被害人

所核發之保護令，有下列哪些種類？ 

 (A)非常保護令 (B)暫時保護令 

 (C)一般保護令 (D)臨時保護令 

 (E)通常保護令   

27.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對於公眾得出入場所之臨檢，以合法進入及在營業時間為要件，

而針對「合法進入」之進一步分析，下列何者進入為適當？ 

 (A)已發生危害 (B)合乎法律規定之程序 

 (C)須有相當理由 (D)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 

 (E)合乎背景調查之必要   

28. 美國學者 Stephen（1992）認為，社區警政策略之社區警察一天的工作，下列哪些工作屬之？ 

 (A)與居民合作犯罪預防方案 (B)與學校的學生談話 

 (C)執行社區守望崗 (D)處理行為不檢的民眾 

 (E)執行居民家戶訪問調查 

29.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詐欺罪者得定期實施查訪，係指曾犯刑法之下列哪些條文

之罪者？ 

 (A)第 338條 (B)第 338條之 1 

 (C)第 339條 (D)第 339條之 1 

 (E)第 341條 

30.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條第 2項所定之受毒品戒治人，

得為定期查訪之對象，該對象係指下列哪些條文所規範者？ 

 (A)第 18條第 1項 (B)第 20條第 2項前段 

 (C)第 21條第 2項 (D)第 23條第 1項 

 (E)第 31條第 2項   

31. 許多犯罪和偏差行為事件是在實施日常生活的過程中發生的，遂有「日常活動理論」的出現，

而該理論認為犯罪的發生，應具有下列哪些要件？ 

 (A)合適的標的物 (B)互動作用 

 (C)犯罪的誘惑 (D)監控的缺乏 

 (E)有能力及動機的可能加害者   

32. 警勤區對記事二人口訪查之起迄期程規定，應自移送後開始訪查外，應於判決確定執行徒刑完

畢賡續訪查二年者；係指違反下列哪些法規之案件？ 

 (A)性侵害防治法 (B)貪汙治罪條例 

 (C)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D)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E)家庭暴力防治法 

33.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 13 條規定，巡邏勤務應視需要，採行下列哪些作為，係為條文所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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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A)採定線及不定線 (B)彈性調整巡邏區(線) 

 (C)妥適規劃巡邏路線 (D)結合守望、盤查 

 (E)於定時、不定時交互行之   

34.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須增加專案訪查之勤務，係以該轄區內發生下列

哪些情事？ 

 (A)屢次發生犯罪遭他轄查獲 (B)刑案績效不彰 

 (C)事故頻繁 (D)有發生重大犯罪 

 (E)有逃犯藏匿之虞     

35. 依「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遇有重大（要）違法（紀）案件或重大治安事故發生，即

行督導、查處及通報；而屬於「重大治安事故」者，係指下列哪些事件？ 

 (A)群眾騷擾事件 (B)民間重大糾紛 

 (C)員警貪瀆事件 (D)暴力劫持事件 

 (E)重大軍警民糾紛   

36. 依「警察機關勤區查察處理系統作業規定」，員警應自行建立記事卡，或系統由警政署各項應

用系統轉入各項資料自動建立之記事卡，其資料內容，下列何者屬之？ 

 (A)查捕逃犯資料 (B)刑案資料 

 (C)在監在所資料 (D)協尋中輟生資料 

 (E)列管自衛槍枝資料     

37.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 2條明示，依本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得定期實施查訪之對象，

係指曾犯刑法之下列哪些條文之罪者？ 

 (A)第 346條 (B)第 323條 

 (C)第 270條 (D)第 349條 

 (E)第 328條 

38.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妨害性自主罪者，係指曾犯刑法之下列哪些條文之罪者？ 

 (A)第 220條 (B)第 222條 

 (C)第 227條 (D)第 228條 

 (E)第 230條 

39. 由於我國警力採集中散在併用制，造成層級、單位分散，而且警察機關的直屬隊與內勤單位也

多，又因兼採大陸法系觀點，主辦、協助業務過多，造成基層警力人手普遍不足；另外治安事

件也因發生時間、地點、案件性質無法確定等因素，迫使基層員警不得不超勤加班。為應付今

日之治安挑戰，新北市警察局乃編組成立快打機動特警隊，其係以案發派出所為軸心，結合鄰

近派出所組成區域聯防，再由案發分局集結全數機動警力，如有需要再結合鄰近分局組成區域

聯防；最後結合警察局直屬隊，期以快速、機動、專業、訓練有素之精良警力，打擊犯罪；此

機制之運作，係以下列何者為核心及特色？ 

 (A)靈活勤務指揮中心指揮調度 (B)先期資訊蒐集爭取處置時效 

 (C)精實現場威嚇及戰鬥能力 (D)強化現場指揮官指揮處置能力 

 (E)落實區域聯防機動支援機制 

40. 有關日本警察組織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全國設有 7個管區警察局 (B)道公安委員會下設有警察局 

 (C)東京都知事下設有都公安委員會 (D)國家公安委員會設有委員長 1人及委員 5人 

 (E)警視廳就所掌事務，指揮監督都道府縣之地方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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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警察勤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C C A D C B D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C D C B D A D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 CDE ABCD ABDE ACD BE ABD ABCDE CDE B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E AE ABE ACDE ABD ABC AE BCD ADE ABCD 

 

 

【104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各科釋疑說明】 
 

【警察勤務】 

第 32題：【考生 20601提】 

1.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第 24 點第 1項第 2款第 2目規定，自移送後開始訪查外，應於判

決確定執行徒刑完畢賡續訪查二年之記事 2人口，其違反之法規，在本題僅〈A〉性侵害防治法、〈E〉

家庭暴力防治法符合。 

2.如進一步分析，〈B〉貪汙治罪條例，應於案件起訴後始列訪查對象，並未開始訪查；〈C〉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係在規範網路、媒體、父母、監護人、福利機構及主管機關等對兒童及少年之福

利保障；至於〈D〉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不論是製造、販賣、運輸或持有毒品者，或為毒品戒治人，均

屬記事 1之訪查對象，故 BCD選項與本題題旨不符。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E)無誤。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帳號：godtrain 

警察法規1  

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 

科目：警察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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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法第二條及第九條分別規定警察任務與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第二條之任務規定兼具有行為法之性質  

 (B) 第二條之任務規定得作為干預人民權利之依據 

 (C) 第九條之職權規定兼具有行為法之性質  

 (D) 第九條之職權規定不得作為干預人民權利之依據 

 

2. 依警察法第九條規定，警察依法行使「發布警察命令」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由警察機關發布該命令 (B) 屬行政處分 

 (C) 命令違法集會者解散屬之 (D) 人民不服該命令得行政救濟 

 

3. 下列何種警察制度係由中央立法，並由中央專屬執行之？  

 (A) 警察官制       (B) 警察官規       (C) 警察教育       (D) 警察勤務 

 

4. 下列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官職分立，官受保障，職得調任，依法不得免官僅得免職 

(B) 擬任警察官前，其擬任機關應就其身心健康狀況實施查核 

(C) 警察官等分為警監、警正、警佐，各官等分為一、二、三、四階  

(D) 初任警察官之年齡，警正不得超過五十歲 

 

5. 下列何者非為警械使用條例第四條所稱依法應逮捕、拘禁之人？ 

 (A) 被拘留人   (B) 現行犯 (C) 通緝犯 (D) 現行違序人  

 

6. 下列何種情形，警察認有必要時得使用警銬？  

 (A) 醉漢抗拒管束措施時     (B) 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 

 (C) 交通違規者不服稽查時 (D) 逕行通知違序行為人到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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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合理使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在學理上稱之為： 

 (A) 合理原則   (B) 恒定原則 

 (C) 比例原則                          (D) 責任原則  

 

8.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下列何種情形依法得使用警棍制止之？ 

 (A) 指揮交通     (B) 疏導群眾 

 (C) 戒備意外 (D) 避免非常變故 

 

9.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人民因執行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之請求損失補償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

正確？ 

 (A) 損失補償，應以金錢或回復原狀為之 

 (B) 對於執行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C)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一年內向執行機關請求 

 (D) 如權利人不知有損失，其請求權自損失發生後，經過二年，即不得為之  

 

10.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有關怠金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怠金之課處以有不行為義務而為之者為限   

 (B) 最高可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C) 得連續課處  

 (D) 逾期未繳納者得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之 

 

11. 下列何者是行政執行法所稱之間接強制方法？ 

 (A) 罰鍰 (B) 扣留 (C) 代履行 (D) 限制使用  

 

12. 下列何者不是行政執行處得行使之職權？ 

 (A) 限制義務人住居 (B) 提詢被管收人 

 (C) 裁定拘提義務人 (D) 查封義務人財產 

 

13.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處所得查證身分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 應具相當理由足認為有犯罪之嫌疑始得為之    

 (B) 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於營業時間為之 

 (C) 以查證身分為限，不得檢查所攜帶之物 

 (D) 應於白天為之 

 

14.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七條規定，警察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之必要措施，不包括下列何者？ 

 (A) 攔停人、車 (B) 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 

 (C) 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D) 詢問職業與工作地點 

 

15.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七條規定，警察無法查證人民身分時，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

證，下列有關其規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    (B) 查證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一小時 

 (C) 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 (D) 應即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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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查訪之目的，在維護社會治安及防制查訪對象再犯 

 (B) 查訪項目得包括查訪對象之工作、交往及金錢情形 

 (C)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由內政部會同法務部定之 

 (D) 查訪期間以刑執行完畢後二年內為限 

 

17. 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個月實施查訪一次；其為受毒品戒治人者，原則上多久實施

查訪一次？ 

 (A) 每一個月   (B) 每二個月 

 (C) 每三個月 (D) 每六個月 

 

18.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經處罰執行完畢後，三個月內再有違序行為時，應如何處罰？ 

 (A) 得加重處罰 (B) 保安處分處罰 

 (C) 從重處罰  (D) 易處拘留處罰 

 

19. 社會秩序維護法對於違序行為後、裁處前法律有變更者，採取何種原則？ 

 (A) 採從輕原則 (B) 採從新原則 

 (C) 以從輕為原則，從新為例外          (D) 以從新為原則，從輕為例外 

 

20.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救濟，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 被處罰人不服警察機關之處分，得向行政法院簡易庭聲明異議 

 (B) 簡易庭認為聲明異議不合法定程式，應以裁定駁回 

 (C) 本法之「聲明異議」為行政訴訟先行程序之規定 

 (D) 被處罰人得以口頭方式向原裁定機關表示捨棄抗告權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下列何者屬警察官規之事項？ 

 (A) 警察之服式 (B) 警察之編制 

 (C) 警察之官等 (D) 警察之職務等階 

 (E) 警察之分局設置   

22. 依大法官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意旨，所稱法律規範明確性原則之特性為何？ 

 (A) 可裁量性 (B) 可理解性 

 (C) 可預見性                          (D) 可補充性 

 (E) 可司法審查確認性 

23. 下列對於「警察」敘述，何者正確？ 

 (A) 學理上警察與實定法警察二者不同   (B) 學理上警察主要強調其功能 

 (C) 實定法警察為組織法上警察 (D) 警察法之警察為學理上警察 

 (E) 憲法第八條之警察機關僅指組織法上形式之警察  

24. 下列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使用警械有關責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人員違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死亡者，其慰撫金由各該級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B) 警察人員合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財產損失者，應以金錢補償其實際所受之財產損失 

(C) 警察人員合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死亡者，給與一次慰撫金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 

(D) 警察人員合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重度障礙者，給與一次慰撫金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 

 (E)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致人傷亡財產損失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喪葬費支給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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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法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合法使用警械，行為人無行政及刑事責任，僅有民事責任 

 (B) 合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受傷或死亡者，行為人及國家均負補償責任 

 (C) 合法使用警械致嫌犯受傷或死亡者，行為人及國家均無責任 

 (D) 違法使用警械因而侵害人民自由權者，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E) 出於重大過失違法使用警械，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由行為人負最終之賠償責任 

26. 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警察人員執行盤查勤務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必要時得命相對人高舉雙手   (B) 必要時得命相對人停止舉動 

 (C) 檢查是屬具體公權力措施 (D) 如遭抗拒而有受突擊之虞時，得使用警械  

 (E) 檢查是事實行為，相對人無法救濟 

27. 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有關警械種類規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警械之種類及規格由行政院定之    (B) 擊昏槍是電氣器械種類 

 (C) 瓦斯槍是噴射器械種類 (D) 應勤器械之規格包括警銬、警繩及防暴網 

 (E) 警棍之規格包括木質警棍、鋼質伸縮警棍及電氣警棍  

28. 下列對警察所為處分之行政救濟敘述，何者正確？ 

 (A) 對交通違規處分之訴願     (B) 對扣留物品處分之訴願 

 (C) 對不准集會遊行申請處分之申復 (D) 對違序裁罰處分之聲明異議 

 (E) 對服務機關人事申誡處分之復審 

 

 

29.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執行機關遇有下列何種情形，得於必要時請求其他機關協助之？ 

 (A) 須在管轄區域外執行     

 (B) 執行事項涉及其他機關 

 (C) 執行時效有難於實現之虞  

 (D) 執行目的有難於實現之虞   

 (E) 無適當之執行人員 

30.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管束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管束不限行政機關始得為之 

 (B) 避免急迫危險為管束目的之一 

 (C) 應先經地方法院簡易庭裁定始得執行 

 (D) 不服管束執行方法，利害關係人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 

 (E) 有違法管束之情事者，受損害人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 

31. 依行政執行法第三條所定，以適當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指於行政執行時，

應依下列何種原則為之？ 

 (A) 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 

 (B) 有多種能達成執行目的方法，應選擇損害最小之執行方法為之 

 (C) 有多種能達成執行目的方法，應選擇時間最少之執行方法為之 

 (D) 有多種能達成執行目的方法，應選擇人力最少之執行方法為之 

 (E) 採取方法所造成損失不得與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32. 依行政執行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行政執行應做成筆錄或報告書 

 (B) 對人之管束，執行人員應即將管束原因及經過報告主管長官 

 (C) 對人之管束，必要時得以強制力實施                                  

 (D) 對人之管束，必要時得逾二十四小時，但必須說明理由 

 (E) 對於特別損失補償之請求，執行機關應於收到請求書六十日內決定之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帳號：godtrain 

警察法規5  

33. 有關警察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相關資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蒐集資料之期間不得逾三年 

 (B) 此項資料之蒐集，必要時，得及於與蒐集對象接觸及隨行之人 

 (C) 賦予第三人得行使相關之警察職權 

 (D) 得支給第三人實際需要工作費用 

 (E) 須給與必要之證明文件 

34.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人民不服警察職權之行使時，得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以義務人提出為限  

 (B) 警察認為異議有理由者，應立即停止或更正執行行為 

 (C) 警察認為異議無理由者，得繼續執行  

 (D) 經義務人請求時，應將異議之理由製作紀錄交付之 

 (E) 人民因警察行使職權有違法情事，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法請求損失補償 

35.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處所，得對人實施查證身分之情形，包括下列何者？ 

 (A) 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者 

 (B) 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虞者 

 (C) 著奇裝異服者 

 (D) 滯留於應有停留許可之處所，而無停留許可者 

 (E) 有事實足認其對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36.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該法所稱深夜，係指凌晨零時至五時而言 

 (B) 該法所稱查禁物，係指刑法第三十八條所定之違禁物 

 (C) 該法第七十二條所稱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內者 

 (D) 該法第八十四條所稱職業賭博場所，係指具有營利性之賭博場所而言 

 (E) 該法分則各章所稱再次違反，不以前後兩次行為均違反該法同條款之規定為限 

37.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罰鍰」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罰鍰應於裁處確定之翌日起十五日內完納 

 (B) 被處罰人依其經濟狀況不能即時完納，得准許其於三個月內分期完納 

 (C) 分期罰鍰遲誤一期不繳納者，以遲誤當期之到期日為餘額之完納期限 

 (D) 在罰鍰應完納期內，被處罰人得請求易以拘留 

 (E) 罰鍰逾期不完納者，警察機關得易以裁處拘留 

38.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違序責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不問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 

 (B) 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C) 滿七十歲人不罰  

 (D) 瘖啞人得減輕處罰 

 (E) 瘖啞人於處罰執行完畢後，無人監護或不能監護時，得送交療養處所監護或治療   

39.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時效」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違序行為逾二個月者，警察機關不得訊問、處罰 

 (B) 違序行為逾二個月者，警察機關不得移送法院 

 (C) 裁處停止營業者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三個月未執行者，免予執行 

 (D) 裁處拘留者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三個月未執行者，免予執行 

 (E) 易以拘留自法院裁定易以拘留確定之日起，逾三個月未執行者，免予執行  

40. 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有關警械使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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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使用警械時，除情況急迫外，須穿著制服或出示足資識別之警徽或身分證件 

 (B) 使用警械之原因行將消滅者，應立即停止使用 

 (C) 使用警械時，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D) 使用警械時，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E) 使用警槍後，應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長官 

 

 

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100 年 6 月 10 日修正版 

 

 警察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A C B D A C D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C B D B A C A D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D BCE ABC ABC或

AB 

CD ABCD ABD BCD ABDE B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E ABC或

BC 

BD BCD ABDE AD BCD ADE ABCE ACDE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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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 

科目：警察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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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警察對於依法所蒐集資料之利用，應於法令職掌之必要範圍內為之，並須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

符，此稱之為： 

 (A)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B) 適時結束原則 (C) 目的拘束原則 (D) 必要性原則 

 

2. 下列何者屬於「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類及規格表」中之「電氣器械」？ 

 (A) 噴射裝甲車     (B) 鎮撼彈 (C) 瓦斯警棍 (D) 擊昏槍 

 

3.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對象若為受毒品戒治人，原則上多久實施查訪一次？ 

 (A) 每一個月      (B) 每二個月 (C) 每三個月 (D) 每六個月 

 

4. 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理辦法」之規定，申請許可購置電擊器屬拋射式者，以下列何者

為限？ 

 (A) 民間守望相助組織   (B) 依法執行稽查公務之人員     

 (C) 運送保全人員   (D) 巡守人員 

 

5.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規定，下列何種案件係屬警察機關管轄之案件？ 

(A)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應處拘留之案件   

(B) 遲誤聲明異議期間聲請回復原狀之案件  

(C) 核駁被處罰人申請分期繳納罰鍰之案件     

(D) 核駁罰鍰逾期不完納聲請易以拘留之案件 

 

6. 下列有關「警察官制」之現行警察機關組織法規名稱，何者錯誤？ 

(A) 內政部警政署港務警察局組織通則     

(B)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 

(C) 內政部警政署臺灣保安警察總隊組織通則  

(D) 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組織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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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警察教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大學得設警佐班辦理深造教育；得設警正班辦理進修教育    

(B) 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初試錄取人員身家調查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C) 警察專科學校甄試具特殊專長人員入學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D) 警察專科學校、警察大學之學生，均享受公費待遇及津貼 

 

8. 有關警察法第 9條所稱之警察命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為具體性規範，屬警察行政立法行為  

(B) 發布警察命令，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 

(C) 在直轄市應由直轄市政府警察局發布  

(D) 解釋性行政規則無須對外發布 

 

9. 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下列有關使用警械之敘述，何者錯誤？ 

 (A) 使用警械時，如情況急迫可不出示身分證件  

(B) 警察依法執行取締、盤查勤務時，如有必要得命其停止舉動或高舉雙手 

 (C) 使用警棍指揮後，無須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長官  

(D)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原因行將消滅者，應立即停止使用   

 

 

10. 駐衛警察為使用警械主體之一，下列有關其使用警械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執行職務以使用警棍為原則     

(B) 使用警械之時機及應注意事項，準用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 

 (C) 如需使用其他警械，應由設置單位向直轄市、縣（市）警政機關申請配發  

(D) 使用警械致人受傷、死亡者，被害人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11. 有關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下列有關拘提、管收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管收係對人身自由所為之限制，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B) 義務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理由而不到場，行政執行分署得聲請法院裁定管收 

 (C) 拘提管收之執行由行政執行分署派執行員為之  

(D) 義務人所負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不因管收而免除 

 

 

12. 依行政執行法有關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其執行方法分為間接強制及直接強制二種    

 (B) 經間接強制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時，執行機關得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 

 (C) 代履行費用逾期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D) 斷絕營業所必須之水、電能源為直接強制方法之一 

 

 

13. 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下列有關怠金之敘述，何者錯誤？ 

 (A) 以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為限    

 (B) 依據義務人違反義務之情節輕重而定其數額 

 (C) 其最低額為新臺幣五千元以上  

(D) 逾期未繳納者，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帳號：godtrain 

警察法規3  

 

14. 有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調查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違反本法之行為人有數人時，應隔離訊問   

 (B) 現行違反本法行為經逕行通知到場者應隨案移送 

 (C) 證人經合法通知，有正當理由不能到場者，得許其以書面陳述意見  

(D) 警察人員所製作查獲經過之書面報告，屬傳聞證據，不得作為證據 

 

15. 警察機關對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 條規定，於裁處罰鍰時，如無法定加重或減輕事由，依

警政署訂定之裁量基準，對第一次違反者，依下列何種範圍裁處之？ 

 (A) 九百元以上，未逾三千元 (B) 一千二百元以上，未逾三千元 

 (C) 一千五百元以上，未逾六千元 (D) 六千元以上，未逾一萬二千元   

 

16.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因地制宜，制定自治條例規劃得從事性交

易之區域，為避免不當影響，應與相關建築物保持適當距離，下列何者不屬之？ 

 (A) 學校 (B) 政府機關 

 (C) 教會 (D) 寺廟 

 

17.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裁處罰鍰後，被處罰人逾期不繳納，警察機關聲請易以拘留經法院

駁回，被處罰人亦不請求易以拘留者，其應繳納之罰鍰，依法務部釋示意見，應如何處理？ 

 (A) 向普通庭提起抗告    (B) 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 

 (C) 向簡易庭聲明異議 (D) 准其以分期繳納方式繳納 

 

18. 警察機關得自行處分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於裁處罰鍰時，為避免同類案件量罰差距過

大，如無法定加重、減輕或從重、從輕之特別情狀，宜於何種範圍內裁處之？ 

 (A) 法定罰上限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B) 法定罰上限二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C) 法定罰上限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D) 法定罰上限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19.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9 條規定，人民對於警察行使職權，得「當場陳述理由，表示異議」，對此

之救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應以書面為之     (B) 係對行使職權方法及程序之救濟 

 (C) 與行政執行法之聲明異議相同       (D) 對異議結果不得再行爭訟 

 

20. 關於警察依法查證人民身分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查證人民身分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   

 (B) 有明顯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足以傷害他人生命之物者，得檢查其身體 

 (C) 拒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者，應用強制力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  

(D) 依法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三小時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理辦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屬於得申請許可定製、售賣或持有之

警械？  

 (A) 防暴網 (B) 警銬 

 (C) 電氣警棍（棒） (D) 瓦斯警棍（棒）  

 (E) 警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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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相關規定，警察機關對於沒入物品若屬查禁物者，下列何者屬於得處分之方

式？ 

 (A) 銷燬   (B) 留作公用 

 (C) 變賣                             (D) 移送有關機關 

 (E) 拍賣 

23.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採行政罰或刑事罰，依大法官釋字第 517號解釋意旨，屬立法裁量

之權限，下列何者為立法機關考量之因素？ 

 (A) 衡酌事件之特性   (B) 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 

 (C) 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 (D) 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 

 (E) 權利之具體內涵   

24. 下列有關「警察」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組織上之警察即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總稱   

 (B) 憲法第 8條第 1項所稱之警察機關，係指狹義之警察 

 (C) 行政執行分署之執行員為形式意義之警察  

(D) 警察職權行使法所稱之警察指學理上之警察 

 (E) 環保局執行稽查工作人員屬實質意義之警察 

 

25. 警察為維護社會治安，防制治安顧慮人口再犯，得定期實施查訪，下列何者屬於警察職權行使

法之治安顧慮人口？ 

 (A) 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持有毒品之罪，經執行完畢者    

(B) 曾犯刑法詐欺罪，經執行完畢者 

(C) 曾犯刑法誣吿罪，經假釋出獄者 

 (D) 曾犯刑法妨害自由罪，經執行完畢者 

 (E) 曾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經假釋出獄者 

 

26. 下列有關警察任務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任務條款性質上屬組織法中之權限規定     

(B) 警察任務條款得作為警察行使干預權之發動依據 

 (C) 不涉及人民權利範疇之警察作為，只要在警察法任務範圍內，即可發動    

(D) 警察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屬警察之主要任務 

 (E) 行政危害防止與刑事犯行追緝任務競合時，適用法益衡量原則    

 

27. 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理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申請製造電氣警棍(棒)之廠商，應經內政部之許可    

 (B) 民間守望相助組織應經內政部警政署核可依法購置警棍 

 (C) 經所屬單位申請獲准後，警衛保全人員得持有警銬 

 (D) 經營金銀珠寶業者未僱用警衛者，其負責人得依規定申請購置電擊器 

 (E) 警械執照每二年換領一次，持有人應隨身攜帶   

 

28. 有關警察法規屬性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行政執行法屬實體法之性質      

(B)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致人傷亡之費用支給標準屬救濟法之性質 

 (C) 社會秩序維護法具實體法與程序法之功能  

(D) 警察勤務條例僅具組織法之性質，欠缺行為法之功能 

 (E) 警察職權行使法兼具行為法與救濟法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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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法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人員合法使用警械致嫌犯受傷或死亡者，警察人員無責任    

 (B)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使用警械有重大過失，致人死亡者，其所屬政府在賠償後，得向行為人

求償 

 (C) 若乘客與駕駛人有犯意之聯絡並教唆駕駛人衝撞員警，該乘客非屬警械使用條例第 11 條

所稱之第三人  

(D) 警察人員合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財產損失者，應以金錢補償其實際所受之財產損失 

(E)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致人傷亡財產損失醫療費慰撫金補償金喪葬費支給標準」由各級政府

定之 

30. 下列對於大法官第 621號有關「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

之解釋文及理由書敘述，何者正確？ 

 (A) 公法上金錢給付之能否實現，攸關行政目的之貫徹與迅速執行     

(B) 罰鍰處分後，義務人未繳納前死亡者，其罰鍰繳納義務具有一身專屬性，是否得對遺產執

行，於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C) 行為人受行政罰鍰之處分後，於執行前死亡者，應優先考量罰鍰制裁違規行為外部結果之

本質，而認罰鍰具有建立法治秩序之作用，不因義務人死亡而喪失，故應繼續執行  

(D) 行政執行法第 15 條規定，係針對行政執行處所為強制執行之特別規定，其執行標的僅以

義務人死亡時所留遺產為限 

 (E) 本件解釋範圍係針對罰鍰，不包括罰鍰以外之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   

 

 

31.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何種情形，執行機關應依職權或因義務人、利害關係人之申請終止執

行？ 

 (A) 義務已全部履行者    (B) 行政處分經撤銷確定者 

 (C) 義務之履行經證明為不可能者 (D) 義務人就義務之履行已提供相當擔保者 

 (E) 義務已執行完畢者  

  

32. 依行政執行法及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之相關規定，有關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 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由行政執行分署辦理     

(B) 目前法務部所屬之行政執行分署共計十二所 

 (C) 行政執行分署或義務人不服法院關於拘提、管收之裁定者，得於十日內提起抗告  

(D) 義務人依其經濟狀況，無法一次完納者，行政執行分署於徵得移送機關同意後，得酌情核 

准其分期繳納 

 (E) 拍賣、鑑價、估價、查詢等費用，由執行機關估計其數額，命義務人預先繳納   

 

33. 依新修正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為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9 條有關人身自由保障之意旨刪除拘留之規定  

 (B) 第 80條所稱之「性交易」，指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C)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媒合性交易而拉客」者，屬警察機關管轄案件之

種類，由警察機關依法裁處  

(D)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與人性交易而拉客」者，警察機關於訊問後，應

即移送簡易庭裁定 

 (E) 本法修正條文施行前，已依各地方政府制定之自治條例管理之性交易場所，允許其於原地

址依原自治條例所定條件繼續經營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看更多警察考試課程優惠訊息、上榜心得！             高見公職 LINE帳號：godtrain 

警察法規6  

34.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人民查證身分之法定要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滯留於應有居留許可之處所，而無居留許可者    

(B) 合理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者 

(C) 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D) 合理懷疑其有犯罪之虞者 

 (E) 有事實足認其對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35. 下列對於大法官第 689號有關「新聞自由與隱私權」之解釋文及理由書敘述，何者正確？ 

 (A) 為促進資訊充分流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新聞自由乃不可或缺之機制，應受憲法第 11

條所保障，國家不應以法律予以限制     

(B)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規定，其意義及適用範圍，非受規範者所難以理解，亦得

經司法審查予以確認，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 

 (C) 新聞自由所保障之新聞採訪自由僅保障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之採訪行為 

 (D) 新聞採訪者於有事實足認特定事件之報導具一定之公益性，如須以跟追方式進行採訪，且

其跟追行為依社會通念非屬不能容忍，該跟追行為即具正當理由 

 (E) 公眾人物影響社會風氣言行之報導，具一定之公益性，而屬大眾所關切並具有新聞價值   

 

36. 下列有關「拘留所設置管理辦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拘留所設置管理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B) 拘留所設置基準，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 

 (C) 拘留所服勤員警之調配，每人每次服勤不得連續逾四小時  

(D) 被拘留之婦女，請求攜帶未滿三歲之子女入所者，應准許之 

 (E) 被拘留人有暴行之虞者，得報經主管長官核准使用警銬、警繩   

 

 

37. 下列對於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查訪期間，以刑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後二年內為限     

(B) 警察實施查訪，應注意避免影響查訪對象之工作及名譽 

 (C) 查訪項目包括查訪對象之工作、感情及金錢收支情形  

(D) 警察實施查訪，屬於對相對人不生拘束力之任意性行為 

 (E) 查訪對象不遵從指導者，得加以處罰 

 

38.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必要措施，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  

(B) 檢查引擎、車身號碼 

 (C) 要求乘客接受酒精濃度測試  

(D) 攔停車輛後，即得檢查交通工具 

 (E) 駕駛人有異常舉動而合理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得強制其離車   

 

39. 依「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遴選第三人，應查核其合作意願及動機 

 (B) 遴選第三人經核准後，除最近三年內曾任第三人者外，應實施相關法律程序之訓練 

(C)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期間不得逾三年  

(D) 第三人之忠誠度經評估認為已不適任者，應停止執行 

 (E) 依規定支給第三人工作費用時，應以劃撥匯款方式，避免暴露身分   

http://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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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關於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及補助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報請內政部核定施行     

(B) 直轄市警察機關經費不足時，得報由內政部轉請行政院核定 

 (C) 縣警察機關經費不足時，得報由內政部警政署轉請內政部核定  

(D) 對於中央補助縣警衛之經費，地方得視實際需要變更其用途 

 (E) 對於中央補助縣警察局之經費，縣議會仍得依法監督其執行 

 

中央警察大學 101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警察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A C C C B B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A C C B B C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 ABD ACD AE ABDE ACDE ADE BCE ACD AB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E ACD BE ABCDE BDE BCE BD ABE AD BCE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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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 

科目：警察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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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戶口查

察、外事處理等事項」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其為警察職權行使法之所規定事項 (B) 屬具體之警察職權  

 (C) 警察有管理各種營業及建築之權力  (D) 社會秩序維護法分則有正俗事項之規定  

 

2. 下列有關「警察官職採分立制，其官等為警監、警正、警佐」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縣警察局長為警監     (B) 直轄市警察分局長得列警監 

 (C) 其各官等最高為一階 (D) 巡佐副所長得為警正 

 

3. 依警察相關法令規定，擬任警察官前，其擬任機關、學校應就其個人之相關事項實施查核，其

查核項目，不包括下列何者： 

 (A) 素行經歷     (B) 學歷 (C) 品德 (D) 忠誠 

 

4. 下列有關「警察職務之遴任權限」敘述，何者正確： 

 (A) 警監職務，由總統遴任 (B) 警監職務，報請行政院遴任 

 (C) 警正職務，由縣市政府遴任 (D) 警正職務，由行政院遴任  

 

5. 下列何種情境屬於警察人員執行職務，得使用槍械之時機： 

 (A) 從警局拘留所脫逃之人 (B) 對交通違規不服取締之人  

 (C) 違法集會抗議不解散之人 (D) 民事紛爭不聽勸導之人 

 

6. 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使用警械，因而致第三人受傷，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費，理論

上稱為： 

 (A) 國家賠償 (B) 民事賠償 (C) 損失補償 (D) 特別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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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使用警械，如造成第三人「身心障礙」，除支付醫療費外，並依

規定給與慰撫金。有關「身心障礙」等級，應依何種法令認定及辦理： 

 (A)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B) 殘障福利法  

 (C) 身心障礙者醫療法 (D) 身心障礙等級認定法 

 

8. 下列何者屬於違反「行政執行」事項之行為： 

 (A) 深夜喧嘩，不聽勸阻 (B) 公務員涉足不正當場所    

 (C) 違法傾倒有毒廢棄物之行為 (D) 受居家隔離命令仍外出 

 

9.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何者並非屬於行政機關之間相互請求執行協助之原因： 

 (A) 無適當之執行人員 (B) 執行事項之效率考量  

 (C) 執行時有遭遇抗拒之虞 (D) 執行事項涉及其他機關    

 

10. 下列關於「直接強制」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為防止急迫危險之目的 (B) 扣留危險物屬之  

 (C) 對違規業者，封閉其營業處所屬之 (D) 對黃線違規停車，執行拖吊行為屬之   

 

11. 下列關於「危險物之扣留」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扣留物一年內無法發還，其歸屬國庫 (B) 扣留之物，即應予沒收、沒入 

 (C) 扣留原因未消失，得延長扣留一個月 (D) 扣留期間原則不得逾二十日   

 

12. 警察職權行使法之立法目的，不包括下列何者：  

 (A) 保障人民權益  (B) 維持公共秩序 

 (C) 保護社會安全  (D) 制裁違序行為 

 

13. 警察執行職務中，為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之措施不包括下列何者： 

 (A) 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 (B) 檢查其所攜帶之物 

 (C) 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D) 攔停人、車 

 

14. 下列有關「警察職權行使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為達成警察任務，行使職權亦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     

 (B) 所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係指地區警察所長或其相當職務以上長官 

 (C) 第二條列舉查證身分、鑑識身分、蒐集資料、通知、驅離等職權 

 (D) 本法所稱警察，包括警察機關、警察人員與行政執行署之人員   

 

15.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罰鍰及處罰執行」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罰鍰原則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B) 罰鍰應於裁處確定之翌日起，一個月內完納 

 (C) 罰鍰逾期不完納，警察機關得以拘留  

 (D) 在罰鍰應完納期內，被處罰人得請求易以拘留   

 

16. 下列何者屬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由警察機關管轄之案件： 

 (A) 違反行為專處罰鍰之案件   (B) 違反行為專處拘留之案件 

 (C) 違反行為選處停止營業之案件 (D) 違反行為專處勒令歇業之案件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8%BA%AB%E5%BF%83%E9%9A%9C%E7%A4%99%E8%80%85%E4%BF%9D%E8%AD%B7%E6%B3%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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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救濟」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抗告期間為十日，自送達裁定之翌日起算  

 (B) 對法院簡易庭關於聲明異議之裁定，不得抗告 

 (C) 聲明異議，得逕向該管法院簡易庭提出  

 (D) 被處罰人不服警察機關之處分，得提出抗告 

 

18. 下列何者屬於「妨害安寧秩序」之違序行為： 

 (A) 故意窺視他人臥室，足以妨害他人隱私  

 (B) 以猥褻之言語，調戲異性 

 (C) 於公共場所，任意裸體妨害善良風俗，不聽勸阻 

 (D) 有驅使或縱容動物嚇人之行為 

 

19. 有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行為，下列何者屬於由法院簡易庭所管轄者： 

 (A) 不依定價擅自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不聽勸阻  

 (B) 無正當理由，擅吹警笛 

 (C) 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                   

 (D) 於公共場所酗酒滋事，不聽禁止 

 

20.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受訊問人，如拒絕在筆錄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應如何處理： 

 (A) 訊問人逕代其簽名 (B) 得加重其處罰 

 (C) 將其拒絕理由附記於筆錄 (D) 得強制為之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下列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89 號有關無故跟追他人不聽勸阻之處罰解釋」敘述，何者正確： 

 (A) 對個人行動自由權利之保護，並不因其身處公共場域，而失其必要性  

 (B) 參與社會生活，屬個人之行動自由，有權完全不受他人之干擾 

 (C) 個人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權，屬憲法所保障之權利 

 (D) 系爭規定所保護，包括人民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等 

 (E) 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屬憲法第二十三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22. 下列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8 號有關行政執行拘提管收解釋」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指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並有廣、狹兩義之分 

 (B) 廣義警察、即實質之意義，乃就其「功能」予以觀察 

 (C) 拘提屬暫時強制義務人到場之作為，尚非等同拘束人身自由之處分  

 (D) 比例原則屬憲法位階之原則，與「立法權」二者間，具有同等地位 

 (E) 狹義警察、即形式之意義，就組織上予以著眼，而將之限於警察組織之形式  

 

23. 下列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75 號有關戶警分立方案解釋」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有關本方案與當事人之職缺期待，有所落差，不符法治國家比例原則之要求 

 (B) 本實施方案相關規定，涉及人民之自由權利，其須以法律定之，始為合憲 

 (C) 戶警分立實施方案充分考量當事人之意願、權益及重新調整其工作環境所必要之期限  

 (D) 公務人員如因服務機關之改組、解散或改隸，國家應制定適度之過渡條款或其他緩和措施 

 (E)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權，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及身分保障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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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列有關「警察保護私權之一般要件中『輔助性』原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債權人為保全將來強制執行，得請求警察為假扣押及假處分，又稱權利保護優先原則  

 (B) 司法保護是否能即時獲得，屬事實問題，並不生裁量權行使之問題 

 (C) 警察輔助性原則，已成為警察採取干預措施界限之一  

 (D) 警察保護私權，是依所謂輔助或補充性原則辦理  

 (E) 私權遭致危害後，須無法即時獲得司法保護時，警察方有協助之可能   

 

25. 下列有關警察作用之「概括條款」敘述，何者正確： 

 (A) 以宣示性之任務概括規定，作為干預處分之依據，符合法律保留之明確性原則      

 (B) 警察概括條款既為補充性原則規定，就應注意「特別規定優先適用」  

 (C) 如立法者已盡列舉之責，仍無法達成憲法第 23 條目的，以概括方式為之，並無違明確性

原則 

 (D) 概括條款之適用，由執法者依社會上之客觀價值與公帄原則判斷，事後司法應予尊重   

 (E) 其可能潛藏行政及司法在適用解釋該概念的恣意、欠缺公帄性，而侵害人民權益的危機   

 

26. 下列有關「警察法制之立法與執行」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屬於警察官規事項 

 (B) 警察教育條例，目前由中央立法並執行  

 (C) 有關直轄市警政、警衛之立法及執行屬於直轄市   

 (D) 警察官制，如警察人員陞遷辦法屬之 

 (E) 有關縣（市）警政、警衛之立法及執行，屬於縣（市）   

 

27. 關於「警察所為之命令或處分，如有違法或不當，人民得依法訴請行政救濟」之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 

 (A) 對於警察之行政指導不服，得提起撤銷訴訟 

 (B) 對不許可集會之申請，採訴願先行程序救濟  

 (C) 對於行政執行之命令不服，得提聲明異議    

 (D) 對警察違法之損害物品行為，得提損失補償 

 (E) 受理訴願之救濟，包括合目的性審查 

 

28. 依警察法規定由直轄市立法之事項，包括下列何者： 

 (A) 警察常年訓練之實施事項     (B) 警察人員陞職之有關事項   

 (C) 警察機關編制之有關事項 (D) 警察勤務機構設置之事項 

 (E) 警察勤務之實施事項   

 

29. 對於「警察人員使用警械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使用槍械前須事先警告，以免誤傷  

 (B) 使用警械之原因已消滅，應立即停止使用 

 (C) 使用警械，應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D) 使用警械，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E) 應基於急迫需要，合理使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30. 下列何者屬於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所含之警械： 

 (A) 瓦斯手榴彈     (B) 指揮棒  

 (C) 自動步槍  (D) 防暴網  

 (E) 拒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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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關於「行政執行時間及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執行機關認為適當時，得於夜間執行  

 (B) 執行人員執行時，得對義務人出示相關證明文件 

 (C) 必要時得命義務人提出身分證件         

 (D) 行政執行原則不得於夜間、星期日為之 

 (E) 日間已開始執行，得繼續至夜間  

 

32. 下列哪些義務，當義務人不履行時，警察可命第三人「代履行」之：  

 (A) 廢棄物之清理義務     (B) 空地上雜草之割除義務  

 (C) 工廠排放污水之改善義務 (D) 冒領證照之歸還義務 

 (E) 道路上違法集會之解散義務   

 

33. 行政執行法所稱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包括下列何者： 

 (A) 滯納金  (B) 承購國民住宅之貸款  

 (C) 全民健保之負擔費用 (D) 第三人代履行之費用 

 (E) 罰鍰   

 

34. 警察在公共場所，依法得查證人民身分之情形，包括下列何者：  

 (A) 參加公開集會遊行之人     (B) 白天進出火車站之旅客  

 (C) 深夜隱匿於公園暗處之人 (D) 在銀行前，長時間觀望之人 

 (E) 從事故現場離開之人 

 

35. 下列有關「警察於公共場所設置監視器」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對於公共場所，均得協調相關機關裝設監視器    

 (B) 在公共場所設置監視器，須有法律之依據 

 (C) 公共場所設置之監視器，並未影響人民之隱私權  

 (D) 相關案件之當事人，得請求調閱公共場所監視器之影像 

 (E)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對監視器攝錄之影像，原則應於一年內銷毀   

 

36. 警察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資料，法定對該人應查核之事項，包括下列何者： 

 (A) 工作及生活背景  (B) 前科資料及素行  

 (C) 熱心程度及經歷  (D) 合作意願及動機 

 (E) 忠誠度及信賴度   

 

37.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執行」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拘留之執行，即時起算，以二十四小時為一日     

 (B) 拘留，應在拘留所內執行 

 (C) 裁定拘留確定，經通知執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之人，強制其到場  

 (D)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處罰，於裁處後執行 

 (E) 處罰之執行，由法院簡易庭與警察機關負責 

 

38. 下列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何者應移送法院簡易庭裁處： 

 (A) 於博物館，口角紛爭，不聽禁止   

 (B) 吸食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 

 (C) 收容身分不明之人，未即時向警察機關報告，而有危害安全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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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冒用他人身分之證明文件 

 (E) 於自己經營地界內，當通行之處，有溝、井，不設覆蓋 

39. 社會秩序維護法中所稱「情節重大」，法定應審酌下列何種事項： 

 (A) 行為人之企圖與動機     (B) 行為所生危險或損害之程度 

 (C) 被害之人數與受害之程度 (D) 被害人有無過失或責任程度  

 (E) 手段與實施之程度 

40. 有關警察處分之附款，從理論上而言，其種類包括下列何者： 

 (A) 負擔  (B) 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C) 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 (D) 條件 

 (E) 期日 

中央警察大學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 

各科試題解答修正版 

 

警察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B B A C A D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D B C D A B D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 ABE CDE BCDE BCE ABC BCE ADE BDE A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DE AB ACDE CDE BDE ADE ABC BD BCE ABCD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各科釋疑結果】 

【警察法規】 

第 8題：【考生 21187  提】 

1.所謂行政執行指，「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者。選項(A)深夜喧嘩，不

聽勸阻。屬於違序行為。因此，選項(D)受居家隔離命令仍外出。屬於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第 11題：【考生 20463、21187、20686、20758、20861、20410  提】 

1.依行政執行法第 38 條規定：「軍器、凶器及其他危險物，為預防危害之必要，得扣留之。 扣留之物，

除依法應沒收、沒入、毀棄或應變價發還者外，其扣留期間不得逾三十日。但扣留之原因未消失時，

得延長之，延長期間不得逾兩個月。扣留之物無繼續扣留必要者，應即發還；於一年內無人領取或無

法發還者，其所有權歸屬國庫；其應變價發還者，亦同。」故其中選項(C)扣留原因未消失，得延長扣

留一個月，並非完全正確。 

2.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1 條：「警察對軍器、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為預防危害之必要，得扣留之。」

第 24 條：「扣留之物無繼續扣留之必要者，應將該物返還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所有人、持有人

或保管人不明時，得返還其他能證明對該物有權利之人。扣留及保管費用，由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

保管人負擔。扣留之物返還時，得收取扣留及保管費用。物經變賣後，於扣除扣留費、保管費、變賣

費及其他必要費用後，應返還其價金與第一項之人。第一項之人不明時，經公告一年期滿無人申請發

還者，繳交各該級政府之公庫。」 

3.有關「危險物之扣留」規定，如上述行政執行法第 38 條及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1 及 24 條均有規定。相

關後續之處理程序，二者略有不同。行政執行法列出無法發還，警職法規定無人申請，其所有權分別

歸屬國庫及各級政府公庫。二者皆是正當程序之表示。選項(A) 扣留物一年內無法發還，其歸屬國庫，

符合行政執行法之規定。 

4.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21題：【考生 20952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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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89 號解釋理由書：「〃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亦與上開闡釋之一般行為自由相

同，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自由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理念，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亦屬憲

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因此，選項(E)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屬憲法第二十三條所保

障之基本權利，並非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CD)無誤 

第 31題：【考生 21187、20952 提】 

1.依行政執行法第 5 條規定：「行政執行不得於夜間、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為之。但執行機關認為情況急

迫或徵得義務人同意者，不在此限。」但書前為原則，但書之後為例外。因此，選項(D)行政執行原則

不得於夜間、星期日為之，屬於正確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DE)無誤 

第 34題：【考生 20686、20758提】 

1.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規定：「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於下列各款之人查證其身

分：一、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三、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

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者〃。」選項(C)深夜隱匿於公園暗處之人。應屬前述一、三款

之範圍。而選項(A)參加公開集會遊行之人。在無具體危險徵兆前，應不屬之。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DE)無誤 

第 35題：【考生 21187提】 

1.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條規定：「警察〃〃得協調相關機關（構）裝設監視器，或以現有之攝影或其他

科技工具蒐集資料。依前項規定蒐集之資料，除因調查犯罪嫌疑或其他違法行為，有保存之必要者外，

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時起一年內銷毀之。」因此，選項(E)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對監視器攝錄之

影像，原則應於一年內銷毀。屬於正確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DE)無誤 

第 37題：【考生 20758提】 

1.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裁定拘留確定，經通知執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強制其到場。」

因此，選項(C)裁定拘留確定，經通知執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之人，強制其到場。屬於正確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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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 

科目：警察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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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下列何者不是縣（市）自治之立法事項？ 

 (A) 縣（市）警察業務之實施事項 

 (B) 縣（市）警察常年訓練之實施事項 

 (C) 縣（市）警政事項 

 (D) 縣（市）義勇警察、駐衛警察之組設、編練、派遣、管理等事項 

2. 下列有關警察任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A) 警察任務條款性質上屬警察任務之宣示，不得作為警察干預處分之依據 

 (B) 警察依法促進人民福利為警察之輔助任務 

 (C) 行政危害防止任務與刑事犯行追緝任務競合時，適用法益衡量原則 

 (D) 警察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屬警察之職務協助範疇 

3. 下列有關警察官制官規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之機關保留事項 

 (B) 警監官等分為一、二、三、四階，以第一階為最高階 

 (C) 初任警察官之年齡，警正不得超過四十五歲，警監不得超過五十五歲 

 (D) 警察大學學生經實習期滿畢業，考試及格分發任職者，免予試用 

4. 下列有關法規命令與行政規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法規命令應有法律之明確授權；行政規則得由原發布機關廢止之 

 (B) 法規命令之發布，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行政規則應下達下級機關或屬官，無須登載

於政府公報發布 

 (C) 有效下達之行政規則，具有拘束各級行政機關效力 

 (D) 「拘留所設置基準」為法規命令；「警察常年訓練辦法」為行政規則 

5. 下列有關「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類及規格表」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瓦斯電氣警棍」與「瓦斯粉沫噴射車」屬於「瓦斯器械」 

 (B) 「警銬」與「膠質警棍」屬於「應勤器械」 

 (C) 「電氣警棍」與「擊昏彈包」屬於「電氣器械」 

 (D) 「高壓噴水噴瓦斯車」與「煙幕彈」屬於「噴射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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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必要措施，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要求乘客出示相關證件 

 (B) 檢查引擎 

 (C) 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 

 (D) 駕駛人有異常舉動而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得檢查交通工具 

7. 內政部受理廠商申請製造或售賣電氣警棍、警銬、電擊器，其許可准駁之期限，原則上為： 

 (A) 一個月 (B) 二個月 (C) 四個月 (D) 六個月 

8. 一行為而發生二以上之結果，其違反同條款之規定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應如何處罰？ 

 (A) 連續處罰 (B) 從重處罰 (C) 從一重處罰 (D) 加重其處罰 

9. 警察機關對於情節輕微而事實明確之違序案件，得不經通知、訊問逕行處分，其處罰種類與程

度之限制規定，係指： 

 (A) 執行罰 (B) 法定罰 (C) 處斷罰 (D) 宣告罰 

10.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責任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滿十四歲人之違序行為不罰 

 (B) 幫助他人實施違反本法之行為者，得減輕處罰 

 (C) 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得減輕處罰 

 (D) 經營特種工商業者之代表、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關於業務上違反本法之行為，應併罰其

營業負責人 

11.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及管轄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供違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以行為人所有者為限，應沒入之 

 (B) 依本法處罰執行完畢，三個月內再有違反本法行為者，得加重處罰 

 (C) 專業警察機關，得經警政署核准就該管區域內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行使其管轄權  

 (D) 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簡易庭，以法官三人合議行之 

12. 甲男育有一子乙，現年十五歲，因甲帄日疏於管教，致乙行為偏差。某日乙任意採折他人菜果

花卉，為警查獲，則甲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可被處以下列何種處罰？ 

 (A) 罰鍰 (B) 申誡 (C) 罰鍰或申誡 (D) 拘留或罰鍰 

13.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沒入，應如何宣告？ 

 (A) 與其他處罰合併宣告 (B) 單獨宣告 

 (C) 合併宣告為原則，單獨宣告為例外 (D) 單獨宣告為原則，合併宣告為例外 

14. 警察機關裁處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違序行為人有數人，受處分人請求對質時，對警察

人員拒絕其對質請求之決定，受處分人應如何請求救濟？ 

 (A) 單獨對其提起異議表示不服 (B) 單獨對其提起訴願表示不服 

 (C) 於不服處分聲明異議時，一併表示不服 (D) 於不服處分提起抗告時，一併表示不服 

15. 下列何者並非社會秩序維護法中，得處以「保安處置」之對象？ 

 (A) 瘖啞之違序行為人 (B) 未滿十八歲之違序行為人 

 (C) 精神耗弱之違序行為人 (D) 滿七十歲以上之違序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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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7 條第 2 款規定：「於警察人員依法調查或查察時，就其姓名、住所或

居所為不實之陳述或拒絕陳述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A) 拘留與罰鍰均屬行政罰法第 1 條及第 2 條之處罰種類 

 (B) 簡易庭對警察機關移請裁定之案件，如認為不應處罰者，得逕為不罰 

 (C) 原移送之警察機關不服簡易庭之裁定，得向普通庭提起抗告 

 (D) 裁定拘留確定之案件，警察機關應於確定後以執行通知單，通知被處罰人到場執行 

17. 下列有關「行政執行法救濟制度」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義務人不服行政執行分署「限制住居」之執行命令，得提起聲明異議 

 (B) 行政執行分署不服法院關於管收之裁定，不得提起抗告 

 (C) 人民對於執行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D) 行政執行，有國家應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人民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 

18. 下列有關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之 1 之「禁奢條款」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第 17 條之 1 第 1 項「義務人為自然人，其滯欠合計達一定金額…」該「一定金額」，依法

務部命令為滯欠金額合計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人 

 (B) 核發禁止命令由行政執行分署聲請法院裁定 

 (C) 第 17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禁止每月生活費用超過一定金額」，該「一定金額」依法務部

命令為新臺幣二萬五千元 

 (D) 義務人違反禁止命令，行政執行分署應即聲請法院裁定管收 

19.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得管收之人？ 

 (A) 懷胎五月以上者 

 (B) 因管收而其一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 

 (C) 被管收人之父母重病，須其親自處理者 

 (D) 現罹疾病，恐因管收而不能治療者 

20. 下列有關直接強制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實施直接強制應經告戒之程序 

 (B) 拆除住宅為直接強制方法之一 

 (C) 因情況急迫，如不及時執行，顯難達成執行目的時，得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 

 (D) 實施直接強制之費用，應命義務人繳納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下列有關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03 號對戶籍法規定按捺指紋發給國民身分證之解釋，何者正確？ 

 (A) 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屬於憲法第 22 條

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B) 憲法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護並非絕對，國家基於公益之必要，得於不違反憲法第 23 條

之範圍內，以法律明確規定強制取得所必要之個人資訊 

 (C) 全面蒐集人民指紋資訊並建立數位檔案，已為世界各國之立法趨勢 

 (D) 防範犯罪亦為戶籍法立法目的所涵蓋範圍內，戶籍法就強制按捺與錄存指紋資料之目的，

已有明文規定 

 (E) 國民事先錄存個人之指紋資料可達到國民身分證之防偽、防止冒領、冒用、辨識路倒病人

等目的，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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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列有關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26 號對警察大學碩士班招生簡章色盲考生無法取得入學資格

規定之解釋，何者正確？ 

 (A) 大學對於教學、研究與學習之事項，享有自治權，惟其自治事項範圍並不包括入學資格在內 

 (B) 警察大學就入學資格條件事項，明定以體格檢查及格為錄取條件，已逾越自治範圍，與法

律保留原則有違 

 (C) 國民教育學校以外之各級各類學校訂定特定之入學資格，排除資格不符之考生入學就讀，

不得謂已侵害該考生受憲法保障之受教育權 

 (D) 警察工作之範圍廣泛、內容繁雜，職務常須輪調，隨時可能發生判斷顏色之需要，色盲者

因此確有不適合擔任警察之正當理由 

 (E) 警察大學畢業之一般生在校期間不享公費，亦不負有畢業後從事警察工作之義務，所採排

除色盲者入學之規定與憲法第 7 條規定牴觸 

23. 下列有關警察教育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教育制度，其種類階段屬於中央立法事項 

 (B) 警察教育機關之設置，在中央應設警察大學，在地方應設警察專科學校 

 (C) 專科警員班之修業年限二年，為警察養成教育 

 (D) 警察大學受養成教育之學生，均享受公費待遇及津貼 

 (E) 警察大學得設警佐班辦理進修教育，得設警正班辦理深造教育 

24. 下列各種警察行政行為，何者為警察處分？ 

 (A) 警察對民眾檢舉路霸之復函 (B) 警察對治安顧慮人口之定期查訪 

 (C) 警政署對各級警察機關所發布之署令 (D) 警察對集會遊行申請之准駁 

 (E) 警察命令解散非法之集會遊行 

25. 下列有關「警察」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廣義警察係指以維持社會秩序為目的，而具強制手段特質之國家行政作用 

 (B) 實質警察之意義者，乃就其「功能」予以觀察 

 (C)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之警察機關，係指廣義之警察 

 (D) 行政執行分署之執行員為形式意義之警察 

 (E) 檢察事務官屬功能意義之警察 

26. 警察法第 10 條規定人民不服警察機關處分得依法救濟，下列何者屬之？ 

 (A) 不服行政執行法由法院裁定管收之抗告 

 (B) 不服依警械使用條例沒入處分提起之訴願 

 (C) 集會遊行負責人對不許可集會遊行之申復 

 (D) 對警察服務機關考績評定不服之申訴 

 (E)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向地方法院簡易庭提起之聲明異議 

27. 下列有關警察職務協助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我國憲法並無職務協助直接明文授權 

 (B) 警察職務協助之法律依據限於行政程序法及行政執行法 

 (C) 臨時性為職務協助特質之一 

 (D) 基於危害防止，警察應依職權主動介入協助其他機關 

 (E) 基於行政一體，職務協助費用應由被請求協助機關負擔 

28.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列何種違序行為，如情節重大，處或併處停止營業或勒令歇業？ 

 (A) 發現槍械、彈藥或其他爆裂物，而不報告警察機關者 

 (B) 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經主管機關公告查禁之器械者 

 (C) 影印、縮印、放大通用之紙幣，並散布或販賣者 

 (D) 當舖、各種加工、寄存、買賣、修配業，發現來歷不明之物品，不迅即報告警察機關者 

 (E) 公共遊樂場所之負責人或管理人，縱容兒童、少年於深夜聚集其內，而不即時報告警察機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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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為警察機關裁處之案件？ 

 (A) 驅使或縱容動物嚇人者 

 (B) 冒用他人身分或能力之證明文件者 

 (C) 於發生災變之際，停聚圍觀，妨礙救助或處理，不聽禁止者 

 (D) 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酗酒滋事、謾罵喧鬧，不聽禁止者 

 (E) 深夜遊蕩，行跡可疑，經詢無正當理由，不聽禁止而有危害安全之虞者 

30.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規定，下列何種案件屬地方法院簡易庭專屬管轄之案件？ 

 (A)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應受處罰之案件 

 (B) 不服簡易庭之裁定提起抗告之案件 

 (C) 遲誤聲明異議期間聲請回復原狀之案件 

 (D) 核駁被處罰人申請分期繳納罰鍰之案件 

 (E) 核駁罰鍰逾期不完納聲請易以拘留之案件 

31.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處罰有二種以上之加重或減輕者，遞加或遞減之 

 (B) 所稱深夜，指凌晨零時至六時而言 

 (C) 所稱職業賭博場所，指具有營利性之賭博場所 

 (D) 所稱查禁物，指刑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違禁物以外，依法令禁止製造、運輸、販

賣、陳列或持有之物 

 (E) 條文中所稱再次違反，不以前後兩次行為均違反本法同條款之規定 

32. 下列有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責任」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精神耗弱人，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B) 出於過失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C) 湮滅配偶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證據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D)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人，於行為未被發覺以前自首而受裁處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E)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之情節可憫恕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33. 有關行政執行法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義務人在符合一定要

件下，而有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分署得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下列何者屬於此種法定要件？ 

 (A) 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B) 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C) 顯有逃匿之虞 

 (D) 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E) 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 

34.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有關拘提、管收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義務人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者，行政執行分署得聲請法院裁定拘提 

 (B) 法院對於行政執行分署聲請拘提之聲請，應於十日內裁定 

 (C) 義務人不服法院拘提之裁定，得於五日內提起抗告；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D) 管收之執行由行政執行分署派執行員將被管收人送交管收所 

 (E) 行政執行分署應隨時提詢被管收人，每月不得少於三次 

35. 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下列有關使用警械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均應出示證件 

 (B) 警察人員使用槍械前，應先對空鳴槍 

 (C) 使用警械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D) 使用警械之原因已消滅者，應立即停止使用 

 (E) 使用警械後，應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長官，但使用警棍制止不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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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列有關「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得申請許可定製、售賣、持有之警械以警棍、警銬、電氣警棍（棒）（電擊器）、防暴網為限 

 (B)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得經內政部警政署授權，辦理申請許可定製或售賣警銬 

 (C) 經所屬單位申請獲准後，警衛保全人員得持有警銬 

 (D) 經營金銀珠寶業者未僱用警衛者，其負責人得依規定申請購置電氣警棍 

 (E) 申請許可購置之警棍、警銬，由內政部警政署核發警械執照，警械執照應每二年換領一次 

37.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對於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第三人，係指非警察人員而經警察遴選，志願與警察合作之人 

 (B) 遴選第三人經核准後，除最近兩年內曾任第三人者外，應實施訓練 

 (C) 經遴選為第三人者，即享有警察職權行使法賦予之職權 

 (D) 第三人之忠誠度經評估認為已不適任者，得停止執行 

 (E) 警察遴選第三人及第三人蒐集之資料，應列為極機密文件，專案建檔 

38.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警察於必要時，得依法實施管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意圖自殺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者，得為管束，學理上稱為保護性管束 

 (B) 警察對人實施管束，時間最長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C) 警察為管束時，應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D) 被管束人有攻擊、毀損行為之虞，於必要時，得對其使用警銬 

 (E) 被管束人不服警察管束，不得提起救濟 

39. 下列有關「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對曾犯詐欺之罪者，得於刑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後三年內，定期實施查訪 

 (B) 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三個月實施查訪一次 

 (C) 警察實施查訪，應注意避免影響查訪對象之工作及名譽 

 (D)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項目得包括查訪對象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 

 (E) 警察發現查訪對象有違法之虞時，應加以勸導，查訪對象不遵從指導者，得加以處罰 

40. 下列有關「警察職權行使法資料蒐集」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依事實足認集會遊行，對公安或社會秩序有危害之虞時，得以攝影、錄音，蒐集參與

者現場活動之資料 

 (B) 警察為防止危害或犯罪，對有觸犯刑事法律之虞者，得經警察局長或警察分局長核准後遴

選第三人秘密蒐集其相關資料 

 (C) 警察對於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為防止犯罪，認有

必要，得經由警察局長書面同意後，對其生活情形，進行資料蒐集活動 

 (D) 警察對於經合理判斷可能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維護治安之必

要，得協調相關機關裝設監視器 

 (E) 除法律另有特別規定者外，警察所蒐集之資料，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時起三年內註銷或

銷毀 

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警察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D A C D B B D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A C C D A B A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 CD ACE DE ABCE BCE AC BDE CDE 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CD ABCD BCD DE CD AD ABE ABD ACD 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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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各科釋疑說明】 

行政警察學系 

【警察法規】 

第 14題：【考生 20433提】 

1.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43條第 2項第 6款規定，不服警察機關處分者，得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五日內，

向該管簡易庭聲明異議；依行政程序法第 174 條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機關於行政程

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僅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對警察機關裁處之違反社會秩

序維護法案件，違序行為人對警察人員拒絕其對質請求之決定，得於不服處分向簡易庭聲明異議時，

一併表示不服。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26題：【考生 20433提】 

1.依警察法第 10條：「警察所為之命令或處分，如有違法或不當時，人民得依法訴請行政救濟」。選項(D)

「警察對服務機關考績評定不服之申訴」並非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CE)無誤。 

 

第 34題：【考生 20511提】 

1.行政執行法第 19條第 3項：「法院為管收之裁定後，應將管收票交由行政執行分署派執行員將被管收

人送交管收所」，行政執行法第 20條第 1項：「行政執行分署應隨時提詢被管收人，每月不得少於三

次」。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E)無誤。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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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 

科目：警察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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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為中央警察主管機關？ 

 (A)行政院     (B)法務部 (C)內政部 (D)內政部警政署 

 

2. 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規定，原則上警察人員考試二等考試及格者，取得下列何種任官資格？ 

 (A)警佐一階     (B)警正四階 (C)警正三階 (D)警正二階 

 

3. 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規定，警察官之任用，除警察人員考試及格外，職務等階最高列下列

何種官等官階以上者，非經警察大學或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者，不得任用？ 

 (A)警正三階    (B)警正四階 (C)警佐一階 (D)警佐二階 

 

4. 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規定，除升官等任用者外，初任警監官等警察官之年齡，不得超過幾歲？ 

 (A)40歲   (B)45歲 (C)50 歲 (D)55 歲 

 

5. 下列有關「各級警察機關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武器彈藥統籌調配辦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A)警用武器彈藥之保養及修理，由使用機關自行編列預算辦理    

(B)警察機關勤務及訓練耗用之彈藥，應每月繕造清冊，報請警政署核處  

(C)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武器彈藥，由警政署統籌調配  

(D)各級警察機關應按月將警用武器彈藥使用狀況列表，報請警政署備查 

 

6. 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第 8 條規定，警械執照應每幾年換領 1次？ 

 (A)1 年   (B)2 年 (C)3 年 (D)4 年 

 

7. 依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警棍之種類規格？ 

 (A)電氣警棍 (B)膠質警棍 (C)木質警棍 (D)鋼（鐵）質伸縮警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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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有關駐衛警察及其使用警械管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A)「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之法源係「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B)「駐衛警察使用警械管理辦法」之法源為「警械使用條例」 

(C)駐衛警察使用警械之訓練，由警政署辦理 

(D)駐衛警察配用警棍，得自行購置，並列冊報當地警察局（分局）備查 

 

9. 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規定，警政署為辦理警械鑑驗及認定事項，得設審議會，

其委員由下列何者遴選之？ 

 (A)內政部   (B)警政署 

 (C)各縣(市)政府警察局 (D)刑事警察局 

 

10. 依「警察人員使用警械致人傷亡財產損失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喪葬費支給標準」，警察人員執

行職務依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死亡者，除給與一次慰撫金 250萬元外，並核實支付喪葬費，最

高以新臺幣多少元為限？ 

 (A)30萬元 (B)50萬元 (C)70萬元 (D)100萬元 

 

11.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列何者得處以拘留？ 

 (A)從事性交易 

(B)在公共場所，意圖與人性交易而拉客 

 (C)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與人性交易而拉客 

(D)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媒合性交易而拉客 

 

12.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相關法規命令之規定，某甲參與某乙於其自宅內所經營之職業賭博

場所，賭博財物，經警查獲屬實，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得處以某甲罰鍰或拘留    (B)某乙必須有營利行為   

 (C)某甲應送法院裁定 (D)某甲不服裁定得提起抗告 

 

13.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被處罰人不服警察機關之處分者，得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幾日

內聲明異議？ 

 (A)5 日 (B)7 日 (C)10 日 (D)30 日 

 

14.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A)處罰之執行，由警察機關為之    (B)處罰，於裁處確定後執行之 

 (C)拘留，應在拘留所內執行之 (D)罰鍰易以拘留由警察機關處分之 

 

15. 依「拘留所設置管理辦法」規定，家屬申請接見被拘留人，應在接見室為之，每次接見時間原

則上不得逾多久? 

 (A)半小時 (B)1 小時 (C)2 小時 (D)3 小時 

 

16. 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之法律性質為何？ 

 (A)法律   (B)法規命令 

 (C)行政規則 (D)自治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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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依「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警察遴選第三人應查核事項？ 

 (A)忠誠度及信賴度     (B)經濟及交友狀況 

 (C)工作及生活背景 (D)合作意願及動機   

 

18.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由警察執法人員於公共場所經由個別判斷以決定

是否進行查證身分之情形？ 

 (A)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B)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C)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  

(D)有事實足認為防止他人生命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者 

 

19. 依「行政執行法」及其細則規定，下列有關怠金之敘述，何者正確？ 

 (A)怠金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方法之一 

(B)經依規定處以怠金仍不履行其義務者，執行機關得連續處以怠金 

 (C)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處以怠金 

(D)怠金係依其情節輕重處新臺幣 6千元以上 30萬元以下 

 

20. 下列有關拘留、管束、管收之敘述，何者正確？ 

 (A)拘留係秩序罰；管束是自由罰；管收為保全措施     

(B)罰鍰得易以拘留；管束是即時強制；怠金得易以管收 

 (C)拘留及管收須由法官裁定，管束則得由行政機關決定  

(D)警察執行拘留、管束及行政執行之管收均不得逾 5日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66 號解釋意旨，認修正前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 條就處罰意圖得

利與人姦、宿者拘留或罰鍰之規定，與帄等原則不符。請說明該條之立法規範目的為何？ 

 (A)避免人口販運 (B)維護國民健康 

 (C)提倡正當休閒 (D)維護善良風俗 

 (E)保障工作權益  

 

22.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意旨，下列有關臨檢執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警察勤務條例」非單純之組織法，兼有行為法之性質 

(B)臨檢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種  

(C)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救濟，均應有法律明確規範 

(D)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 

(E)警察臨檢得對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為之 

 

23. 依「警察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下列哪些屬於警察官規事項？ 

 (A)組織編制 (B)職務等階 

 (C)任免遷調 (D)官等俸給 

 (E)勤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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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意旨，警察臨檢實施之手段，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

人民下列何種權利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 

 (A)行動自由 (B)居住自由 

 (C)財產權 (D)隱私權 

 (E)帄等權 

25. 依「警察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下列有關保安警察派駐地方執行職務之敘述，何者正確？ 

 (A)保安警察與當地警察機關關於勤務分配應會商行之 

(B)保安警察依指揮監督機關首長之命令，執行特定警察業務 

 (C)保安警察協助配駐地方警察行政業務，應受當地警察機關首長之指導 

(D)保安警察與當地警察機關基於治安或業務需要，得互請協助 

 (E)保安警察對當地警察機關居於輔助地位  

26. 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規定，下列何者屬應勤器械？ 

 (A)防暴網 (B)手槍 

 (C)警銬 (D)警棍 

 (E)警繩 

27. 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規定，下列何者為得申請許可定製之警械種類？ 

 (A)警棍 (B)警銬 

 (C)警刀 (D)防暴網 

 (E)電擊器  

28. 依「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何者屬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A)代履行費用     (B)稅款 

 (C)罰鍰 (D)罰金 

 (E)怠金  

29.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38 條規定，違反該法之行為，涉嫌違反刑事法律者，應移送檢察官

依刑事法律規定辦理。但其行為應處下列哪些處罰之部分，仍依該法規定處罰？ 

 (A)勒令歇業    (B)停止營業 

 (C)罰鍰 (D)申誡 

 (E)沒入 

30.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直接強制之方法？ 

 (A)代履行 (B)怠金 

 (C)註銷證照 (D)斷水斷電 

 (E)拆除住宅  

31. 下列何者為即時強制之方法？ 

 (A)對於物之扣留 (B)對於住宅之進入 

 (C)管收 (D)拘提 

 (E)對於人之管束  

32.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列何種處罰之執行時效為 6個月？ 

 (A)拘留 (B)易以拘留 

 (C)勒令歇業 (D)停止營業 

 (E)沒入  

33.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列哪些違反該法行為有得減輕處罰之規定？ 

 (A)情節可憫恕者    (B)出於過失者 

 (C)16歲人之違反行為 (D)幫助他人實施違反該法之行為者 

 (E)行為未被發覺以前自首而受裁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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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列哪些違反該法之行為，不罰？ 

 (A)不可抗力之行為 (B)緊急避難之行為 

 (C)依法令之行為 (D)13 歲人之行為 

 (E)心神喪失人之行為   

35. 下列「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加重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罰鍰，遇有依法加重時，得處以新臺幣 6萬元 

 (B)因處罰之加重，致拘留有不滿 1日之零數者，其零數不算 

 (C)經依法處罰執行完畢，3個月內再有違反該法行為者，得加重處罰  

(D)一行為而發生二以上之結果，而違反同條款之規定者，得加重其處罰 

 (E)在公共場所意圖媒合性交易而拉客，其情節重大者，得加重拘留至 3日   

36. 依「行政執行法」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規定，下列哪些情形不得加以管收？ 

 (A)現罹疾病，恐因管收而不能治療者 

 (B)懷胎 6月以上或生產後 2月未滿者 

 (C)因管收而致其無法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 

(D)因管收而致嚴重影響其名譽者 

 (E)因管收而其一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 

37. 下列「行政執行法」中關於怠金之敘述，何者正確？ 

 (A)不得連續處罰 (B)為間接強制方法 

 (C)為行政執行罰 (D)處分前應預為告誡 

 (E)一次不得超過新臺幣 20萬元   

38. 下列何者為「警察職權行使法」所規定之類型化職權措施？ 

 (A)進入住宅 (B)驅離 

 (C)沒收 (D)查證身分 

 (E)物之扣留  

39. 下列何者為「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所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之必要措施？ 

 (A)攔停交通工具 (B)詢問姓名及行為意圖 

 (C)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D)為安全而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E)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40.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6 條規定，警察因人民之哪些法益有迫切之危害，非進入不能救護

時，得進入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 

 (A)生命 (B)身體 

 (C)自由 (D)財產 

 (E)名譽 

 

中央警察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警察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C A C D B A C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A D A B B C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D ABCDE BCD ACD ABCDE ACE ABDE ABCE ABCE 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E AC ABCD ABCDE ABC ABE BCD ABDE ACD 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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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各科釋疑說明】 
 

【警察法規】 

第 33題：【考生 20624提】 

1.依題意，只要屬於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違反該法行為有「得減輕處罰」之規定即可，並未論

及「免除其處罰」之部分，故選項（A）情節可憫恕者亦為本題答案之一。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無誤。 

第 36題：【考生 20228、20321、20554、20624 提】 

1.依據行政執行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2 款：「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後二月未滿者。」為不得管收的情形之

一，基於對懷胎婦女之安全考量，且舉輕以明重，既然五月以上為不得管收情形之一，為安全計，則

懷胎六月以上，更為不得管收之情形。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E)無誤。 

第 38題：【考生 20066提】 

1.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條第 2項規定:「本法所稱警察職權，係指警察為達成其法定任務，於執行職務

時，依法採取查證身分、鑑識身分、蒐集資料、通知、管束、驅離、直接強制、物之扣留、保管、變

賣、拍賣、銷毀、使用、處置、限制使用、進入住宅、建築物、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場所或其他必

要之公權力之具體措施。」其中並不包括「沒收」在內。 

2.沒收，乃屬刑法之制裁，為法定從刑之一，並非警察職權行使法所列之警察職權。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DE)無誤。 

第 39題：【考生 20066、20167、20554、20601、20690 提】 

1.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條第 1項第 4款：「若有明顯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足以自殺、自傷或傷害他人生

命或身體之物者，得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其立法內容及意旨顯為維護安全而授權檢查之目的，

而非為檢查取證目的而設。故答案選項（D）應屬正確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CD)無誤。 

 

 

立即 Google 搜尋〝警察特考中心〞 

了解更多警察考試資訊、警察函授課程優惠和上榜心得 

每年最新課程七月全面開課 

全國唯一專辦警消考試的線上函授補習班 

高見公職-警察特考補習班-聯絡資訊 

連絡電話：07-2233812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 號 3 樓之 2 

LINE 帳號：godtrain 

以上考卷題答和試題疑義等資源來自於中央警察大學官網整理 

高見公職預祝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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