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 
100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員級鐵路人員考試

類 科： 各類組別、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40110-40310 
60110-60210 
80110-81210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不論政府機構或民營企業，對於人才的要求，除了專業知識、解決問
題的能力之外，還有做事態度。請以「值得做的事就值得好好做」為
題，作文一篇，文長不拘。

二、公文：（20 分）

試擬內政部函警政署，轉知所屬各警察機關，警察人員執行勤務時如
遇新移民或外籍勞工，不得使用歧視性言詞，或警員之間刻意以方言
交談，以避免不必要之誤會或衝突。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下列選項「」中的字音前後相同的是？
信末封「緘」⁄「弦」外之音 白髮皤「皤」⁄堅若「磐」石 
佳餚美「饌」⁄「椿」萱並茂 「熠」熠生輝⁄棄甲「曳」兵 
下列文句，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執行各項任務須觀察時勢，隨機應變，不能默守成規
不肖商人傷害民眾健康的行為，激起大家的同仇敵慨
演講如能言簡意賅，切中問題核心，必定會大受歡迎
瑞安與合夥人因理念不同，早已分道揚鑣，行同陌路
一吏人犯贓致罪，遇赦獲免。因自誓：「以後再接人錢財，手當生惡瘡。」未久，

有一人訟者，饋鈔求勝。吏思立誓之故，難以手接。頃之，則思曰：「你既如此
殷勤，且權放在我靴筒裏。」
最適合用以評論上文吏人的選項是：
三思後行 本性難移 信守誓言 通權達變
下列文句，排列順序最恰當的選項是：
力不足以勝之，則避而不爭；
甲、不求幸勝
乙、又長慮深思而不盡其力
丙、力足以勝之
丁、不求過勝
此其所以終勝歟？
甲乙丙丁 乙丁甲丙 丙乙甲丁 丁甲乙丙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 
100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員級鐵路人員考試

類  科： 各類組別、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全一張 
（背面）

40110-40310 
60110-60210 
80110-81210 

請問下列那個選項中所描寫的古代詩人與其他選項不同？ 
面容枯槁，身上長滿青苔⁄那提著一頭濕髮而行吟江邊的人⁄是你嗎 
你奮身一躍，所有的波濤⁄汀芷浦蘭流芳到現今⁄亦何須招魂招亡魂歸去⁄你流浪的

詩族詩裔 
愛國⁄下午兩點，太陽七十度傾斜⁄汩羅在同學的朗讀裡涸竭⁄課本有空白地方，我

試著演算：【懷才不遇×愛國÷投江】 
車子已開出成都路／猶聞浣花草堂的吟哦不絕／再過去是白帝城，是兩岸的猿

嘯／從巴峽而巫峽心事如急流的水勢／一半在江上／另一半早已到了洛陽／當
年拉縴入川是何等慌亂悽惶／於今閑坐船頭讀著峭壁上的夕陽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老子》78 章）關於這段話的詮
釋，最適當的選項是： 
剛柔相濟，不偏不倚才能成就大事 
有人打你的右臉，連左臉也轉過來由他打 
裝傻示弱可以搏取同情，凡事逞強則讓人反感 
至柔的水日積月累，所發揮的力量勝過任何堅硬的兵器 
下列那個選項「」中的詞語使用不當？ 
基於「保護消費者權益」，網路下載音樂或影片是不被允許的 
這家飯店依據「使用者付費」的原則，向撥打國際電話的旅客收取電信費用 
我們應破除精神疾病的「污名化」，讓人知道精神患者也可以過健康而快樂的

人生 
某些電視台向商家收費，以新聞為名在節目中為該商家廣告，這種「置入性行

銷」手法頗受爭議 
北人生而有不識菱者，仕於南方，席上啖菱，併殼入口。或曰：「啖菱須去殼。」

其人＿＿＿，曰：「我非不知，併殼者欲以清熱也。」問者曰：「北土亦有此物
否？」答曰：「前山後山，何地不有！」 

 上文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自護所短 見多識廣 注重養生 飢不擇食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不知遠去。怒其柱之觸己也，則

張頰植鬣，怒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蘇軾〈二
魚說．河之魚〉） 
「怒腹而浮於水」中的「怒」，意義與下列何者最相近？ 
秦明「怒」氣衝天，大驅兵馬投西邊來 
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怒」而觸不周之山 
爭之切，則激其君之「怒」心而堅其自用之意 
鵬之背，不知其幾千里也；「怒」而飛，其翼若垂天之雲 
關於河豚的反應與遭遇，下列評論，最不適合的選項是： 
不知罪己 妄肆其怒 天外飛來橫禍 好游而不知止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類科名稱：

１００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特種考
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401)

題　　數：10題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D C B C D D A A D C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各類科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1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員級鐵路人員考試

類  科： 各類別、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

40110-40410 
60110-60410 
80110-81210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有一種人，會為自己的失敗作檢討，其目的在找出原因，避免重蹈覆轍；也有一種人，

在失敗時不願面對，而編造各式理由，文過飾非。前者的人生態度積極、光明；後者則

消極、灰暗，那一種人最後較有成就，不言而喻。試以「拒絕為自己找藉口」為題，作

文一篇，加以論述。 

二、公文：（20 分） 
最近酒駕肇事事件頻傳，經新聞媒體大幅報導，引發社會譁然，立委關切。試擬內政部

致警政署函，應嚴格取締酒駕並推動修法加重刑責，以保障國人行的安全。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梁實秋《雅舍談書》：「世界上的事物，本有許多是可以入詩，而同時就有一部分是不美
的，不美的當然是非詩的。於是詩人往往把一切自然人為的事物加以剪裁的工夫，而想像
就是他的武器。憑著想像，創作出美來，這是一切藝術美的原則，詩當然逃不出這個例去。
中國式的山水畫，寫意畫，之所以可貴，正是因為作者有了超絕的想像力，把實在的物質
的對象分析開了，依著藝術的安排重新綜合起來，成功一件超於現實  超於現象界的作
品。詩也是一樣的。」根據本文，作者說明詩與畫的藝術特徵，主要強調： 
自然事物皆可入詩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作品靈異奇特之處  作者想像力的介入 

直到我們有機會參觀鄰居的家，才另有所悟。他們家裏布置得很舒服，沙發夠大夠柔軟，
讓人忍不住慵懶一整個晚上；無比豪華的窗簾，把落地窗外的景色裹住不放，整個客廳都
是人為的質感。可是我們坐久了竟然有點鬱悶，好像坐在一個華麗的罐頭當中，才聊了一
陣子，所有的話語淤積在空氣裏，連呼吸都困難重重。足足悶了一個小時，兩尾沙丁魚終
於回到自己的家，才發現那是一片簡陋卻無比舒暢的海洋。（陳大為〈空洞〉）作者喜歡
的住居應該是： 
臨近海岸 簡單寬敞 雍容大器 創意設計 

舒國治〈我的舊台北導遊路線〉：「紛紜台北亂樓，人步行其間，有時走經莫名一巷，忽
見一樹，枝垂牆頭正是那式斜度，午後日影，暑中薰風，依稀是四十年前你兒時舊家形樣，
此一刻也，幾乎是如見故人，卻又是別過頭去，不忍睹也。屋擁屋棄，人世迭有代謝，不
必強求。台北街巷，散步便是，不可興睹物懷人，不宜嘆聚散離合。」本文中對於「人世
迭有代謝」的感嘆，也時見於古典詩文，下列何者最能表現此種情感？ 
莫見長安行樂處，空令歲月易蹉跎 坐處憂愁行處懶，別時容易見時難 
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去來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1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員級鐵路人員考試

類  科： 各類別、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全一張 
（背面）

40110-40410 
60110-60410 
80110-81210 

蘇軾〈水調歌頭〉：「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不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

離合，月有陰晴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里共嬋娟。」其中「轉朱閣，低綺戶，

照無眠」之主詞應為： 
明月 蘇軾 青天 情人 

「昔者，有饋魚於鄭相者，鄭相不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不受？」對曰：「吾

以嗜魚，故不受魚，受魚失祿，無以食魚。不受得祿，終身食魚。」（《說苑．節士》）

下列何者最適宜說明鄭相的心態表現？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釣而不綱，弋不射宿 
淺嘗輒止，無欲則剛 潔身自愛，慮患深遠 

許允婦是阮衛尉女，德如妹，奇醜。交禮竟，允無復入理，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

婦令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曰：「無憂，桓必勸入。」桓果

語許云：「阮家既嫁醜女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便回入內，既見婦，即欲出。

婦料其此出無復入理，便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

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行，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行以德為首。君好

色不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世說新語．賢媛》）根據本文，許允

婦展現出怎樣的性格？ 
咄咄逼人 忍氣吞聲 剛柔並濟 敏慧機智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澠池道中，有車載瓦甕，塞于隘路。屬天寒，冰雪峻滑，進退不得。日向暮，官私客旅隊，

鈴鐸數千，羅擁在後，無可奈何。有客劉頗者，揚鞭而至。問曰：「車中甕直幾錢？」答曰：

「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縑，立償之，命僮僕登車，斷其結絡，悉推甕于崖下。須臾，車輕

得進，噪而前。（李肇《國史補．澠池道中》） 
文中「噪而前」是形容什麼情境？ 
歡喜 憤怒 爭取 搶奪 

文中的劉頗是一個什麼樣的人？ 
當機立斷 樂善好施 耀武揚威 好自矜誇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子路問：「聞斯行諸？」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行之？」冉有問：「聞斯行諸？」

子曰：「聞斯行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行諸？』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聞斯行諸？』子曰：『聞斯行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論語．先進》） 
上文中，公西華的困惑在於： 
子路與冉有都向孔子提出相同的問題 子路與冉有都對孔子的回答感到滿意 
孔子給予子路與冉有的回答內容不同 孔子未說明自己對子路與冉有的看法 

根據上文，孔子對於弟子提出疑問所持的態度是： 
納入弟子個性的考量後，予以回答 直接針對弟子問題難易，審慎回答 
尊重弟子家中長輩意見，仔細回答 考慮弟子問題的優與劣，完整回答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類科名稱：

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401)

題　　數：10題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D B D A D D A A C A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行政警察人員、水上警察人員航海組、水上警察人員輪機組、消防警察人員、電力工程、建築工程、資訊處
理、機械工程、人事行政、地政、電子工程、事務管理、土木工程、材料管理、財經政風、運輸營業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2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員級鐵路人員考試

類  科： 各類別、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40110-40210 
60110-60410 
80110-81010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臺北捷運往蘆洲、新莊路線已先後通車，信義路捷運正在加緊興建，不久將通

車。全臺高速、快速公路不斷地增建，最近五楊高速路段也順利通車。高速公

路收費方式即將改變。各縣市公車大多煥然一新，車廂空間寬敞，外型新潮。

此外，鐵路、公路尚有諸多革新，在在講究迅速、方便、美觀、安全、舒適。

預料未來將有更多更大更好的改變。凡此種種，皆與二十年前的交通迥異。請

以「臺灣鐵路與公路的過去、現在」為題，作文一篇，文長不限。 

二、公文：（20 分） 
五月九日菲律賓漁業局巡邏船對我國漁船掃射，一船員中彈身亡。我政府強烈

要求菲國道歉、賠償、緝凶，然菲國政府態度傲慢，毫無誠意解決問題。有些

國人因而遷怒在臺菲籍人士。政府呼籲國人冷靜、理性，因在臺菲籍人士與此

事件無關。試擬行政院函各縣市政府：請轄區公司、行號、工廠負責人勸導本

國員工共同保護菲籍員工人身安全，尊重人權，並維護中華民國良好形象。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不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

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列子．

揚朱》） 
下列成語最切合上文意旨的是： 
信賞必罰 束縕請火 野人獻曝 自曝其短 

辛棄疾〈青玉案〉：「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中的「回」字意義與下列那一

個選項中的「回」意義完全相同？ 
「回」看射鵰處，千里暮雲平  
二月已破三月來，漸老逢春能幾「回」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來征戰幾人「回」 
少小離家老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官吏相與慶於庭，商賈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樂，病者以愈。」這段

文字表現怎樣的情境？ 
團結一致 物阜民豐 歡喜慶賀 嬉戲遊樂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2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 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員級鐵路人員考試

類  科： 各類別、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全一張 
（背面）

40110-40210 
60110-60410 
80110-81010 

臺灣為海上荒島，其民皆閩粵之民也，其器皆閩粵之器也。工藝之微，尚無足睹。然而
臺郡之箱，大甲之席，雲錦之綢緞，馳名京邑，採貢尚方，則亦有足志焉。夫大輅成於
椎輪，岑樓起於尺礎。後之視今，能不愈於今之視昔乎？故紀其梗概，以資參考。若夫
開物成務，則有俟於後之君子。（連橫《臺灣通史．工藝志序》） 
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連橫所見，臺灣之民皆為閩粵之民，其器皆為閩粵之器 
當時臺灣工藝雖微不足觀，然已有臺南郡的皮箱、大甲草席及雲錦之綢緞馳名於京
邑，成為各地方採購的物品 
「大輅成於椎輪，岑樓起於尺礎」意同於「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累
土；千里之行，始於足下。」 
「後之視今，能不愈於今之視昔乎？」可見作者對於後人的殷殷期許 
《EQ》（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書作者丹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認為其書中
所闡揚的：自我覺察、自律、同理心與社會技巧等重要理念，都和傳統中國文化的深層
價值相互呼應。以「自律」而言，下列選項何者不符？ 
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益之 
有澹臺滅明者，行不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不肯讀書的人，總可以找到理由推卸自己的責任。從前有一個人堅決不肯讀《詩經》，
理由是沒有人能證明「詩三百」是孔夫子親手刪定的，所以不值得一讀。他又堅決不肯
讀《書經》，理由是《書經》的真偽還成問題，讀它做什麼？讀書的人一開始就要和書
對抗，如何能讀出滋味來？（摘錄自王鼎鈞：《開放的人生》） 
若要為本段內容訂一標題，下列選項何者最適合？ 
食古不化 畫地自限 好高騖遠 取小遺大 
下列有關書信用辭，正確的選項是： 
書信中凡稱到自己家族親戚的尊輩，須加一「令」字 
寫信給父母報平安，結尾可用「一切均安。手此，敬請福安」 
頌候語中，凡用「頌」字，下當用「祺」、「祉」、「綏」 
開頭應酬語：「遙望 門牆，時深馳慕」應是寫給軍界長官的書信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有野趣而不知樂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不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不能享者，
達官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落之間。東坡好種植，
能手接花木，此得之性生，不可得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艴然擲而去之。若
果性近而復好焉，請相與偃曝林間，諦看花開花落，便與千萬年興亡盛衰之轍何異？雖謂
二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陳繼儒〈《花史》跋〉） 
上述短文中，有關樵牧、傭販、顯貴生活的描寫，可以下列何者來說明？ 
及時行樂莫遲疑 習焉不察無閒情 不識廬山真面目  曾經滄海難為水 
依據上文，陶淵明、蘇東坡親近自然、蒔花植木的主要原因，是： 
二人的天生本性使然 二人受後天養成所致 
二人的因緣際會造就 二人效倣前賢的結果 
「諦看花開花落，便與千萬年興亡盛衰之轍何異？」二句文義，意指： 
人生何其短促，有如南柯一夢，凡事不必勉強，只需隨緣順應 
只有仔細觀賞花木的人，才能體悟有花堪折、及時努力的意義 
記取歷史的興衰教訓，方能開創出燦爛如花、永續不墜的新局 
自然界的造化運行，與人間世的起伏升降相應，觀彼即可知此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類科名稱：

10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2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國文（試題代號：1401)

題　　數：10題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C A C B C B C B A D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行政警察人員、消防警察人員、水上警察人員航海組、水上警察人員輪機組、電子工程、事務管理、機檢工
程、土木工程、電力工程、人事行政、建築工程、財經政風、運輸營業、材料管理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1 0 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3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員級鐵路人員考試 
類  科：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40110-40210 
60110-60410 
80110-81210 

全一張 

（正面）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分） 

有人說：「人才是讚美出來的。」專家認為，被讚美的人更懂得感恩，擁有自信。

請以「讚美的力量」為題，闡述「讚美」在您耳聞親歷的人生當中發揮過何
種正面的功效。 

二、公文：（20分） 

據報章媒體報導：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有人在車廂內喧鬧，或大聲講手機，甚

至脫鞋、赤腳翹到前方椅背上。試擬教育部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函：加強學生品德教育，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必須遵守公共秩序，不得有足以影響

他人之行為。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4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 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下列選項各有兩個成語，意思完全不同的是： 

尸位素餐／無功受祿 胸無點墨／腹笥甚儉 

脣亡齒寒／休戚與共 管窺蠡測／洞見癥結 

《論語．雍也》：「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文中「女」字與下列選項「」

中的人稱何者相同？ 

「吾」日三省「吾」身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黃老師擔任歌唱比賽評審，以下何者不適合作為評論參賽者歌聲的評語？ 

黃鶯出谷 聲聞過情 林籟泉韻 鳳鳴鶴唳 

「刺激，如一朵極快凋萎的黑花，或許你一腳才跨出舞場，另一腳已踩入寂寞了。

儘管街道上仍是霓虹燈火一片炯明，你卻只是一片空白和茫然……空白的情緒像

滴在宣紙上的水墨，在街道間渲染開來。」 

上文所敘，旨在表現都市生活的： 

疏離孤獨 清虛寂靜 瞬息萬變 感官刺激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1 0 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3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等  別：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員級鐵路人員考試 

類  科：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40110-40210 
60110-60410 
80110-81210 

全一張 

（背面） 

我們且來看看，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經濟學家雷亞德在《快樂》（Happiness, 2005）
一書中指出的弔詭現象：自 1950年以來，國民年平均收入增加了不只一倍，同時
「我們有更多食物、衣服及車子，住屋更寬敞，中央空調更普遍，國定假日更多，
每週工作天數更少，工作條件也更好，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身體更健康。」即便如
此，我們並沒有更快樂；在年平均收入超過兩萬美元之後，更高的薪水並不會帶
來更多快樂。為什麼？因素之一是一個人快樂與否，基因大概決定了一半；另一
個因素，則是人的需求並非絕對值，而是取決於別人擁有多少。 

根據上文，經濟學家雷亞德發現一般人的快樂往往取決於： 
更多的食物、衣服及車子 更好的工作條件，更高的薪水 

國定假日更多，工作時數減少 自己比他人擁有多少的相對感受 

把你沒有信心的心交給我／把你有問題的掌上地理／臉是氣象的江山 命運的形下／
眉毛是飛起來或飛不起的翅膀／五官預告你未來的興亡／快把八字交給我加減乘除
看看／動用易經的力道 太極的技巧／我的食指把住你赤裸的心跳／話如游龍先峰
迴再路轉／你似盲人騎瞎馬被我斜斜端在掌上／任我把螢火說明成太陽／把長長一
生像畫符般規畫／把你失去邏輯的命運交給我／把你腦海裡潛泳的懷疑…… 

有關本詩，解讀最適當的選項是： 

嘲諷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可悲  

以算命師的專業形象為創作主旨 

以戲謔口吻描寫求人相命者的徬徨無助  

「話如游龍先峰迴再路轉」暗喻命運之不可知 

夫聖人之法，何為而立也？無乃因於時乎？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人之法，有
所不能為。（張耒〈本治論上〉） 
本文主旨最適切的是： 

分析實施聖人之法的時機 說明聖人之法應重視有為 

解釋設立聖人之法的原因 強調聖人之法須因時改變 

「臣（郭隗）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
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
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
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
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新序》） 
下列何者最適合說明本文意旨？ 

謀士身先士卒的果敢 謀士巧辯以誤導人君 

君主充分授權的胸襟 謀士為君招賢的智慧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
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
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
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方孝孺〈豫讓論〉） 
上文旨在論述： 

人臣事君之道 君子潔身之道 朋友相處之道 亂世全身之道 

承上題，依據上文，作者心目中最認同的是： 

能認清時勢，全身而退 於既亂之後，捨生取義 
為人主效力，防患未然 為知己者死，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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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名稱：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3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4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水上警察人員輪機組、消防警察人員、水上警察人員航海組、電子工程、地政、機械工程、
材料管理、電力工程、運輸營業、都市計畫技術、事務管理、財經廉政、土木工程、機檢工程、建築工程

單選題數：1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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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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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B B A D C D D A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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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14110-14410
40110-40310
60110-60410
80110-80810

全一張 
（正面）

等  別： 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員級鐵路人員考試、

四等退除役軍人轉任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 作文：（60 分） 

人的一生，是由許多經驗累積而成的。其中有些經驗對你一定有所啟示，或因此
增長了自信，或因此變得更謹慎。無論如何，都可以做為自我調適的殷鑑。
試以「一次經驗的啟示」為題，作文一篇。 

二、 公文：（20 分） 
每到秋冬季節，臺灣經常出現「霾害」現象，主要是因空氣中細懸浮微粒
（簡稱 PM2.5）超標所導致。試擬行政院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加強宣導工
作，持續辦理「淨化空氣小學堂」活動，除依往年透過解說、有獎問答外，可
規劃增加讓民眾現場實際檢測、體驗日常生活中如吸菸、焚香、燒紙錢、燃放
鞭炮等習慣所產生之細懸浮微粒濃度，進而建立正確防護空氣污染之觀念。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4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下列各組成語，字形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好整以暇／無濟於事／曲高和寡 哀衿勿喜／按圖索驥／愛屋及烏 
暗潮洶湧／天壤之別／昭然若偈 雲淡風輕／英雄豪傑／安幫定國 

陶淵明〈讀山海經〉：「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
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本詩對夸父最主要的評價為： 
荒誕不經，不自量力 神力無窮，不計勝負 
驕傲自大，自取滅亡 事雖不濟，功名垂後 

下列那一選項，不是描寫唐代詩人？ 
響徹銅琵，千古大江東去；吹殘鐵笛，一聲孤鶴南飛 
佛骨謫來，嶺海因而變色；鱷魚徙去，江河自此澄清 
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鍾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 
楓葉蘆花兩鬢霜，櫻桃楊柳兩相忘，當時莫怪青衫濕，不是琵琶也斷腸 

風不為傳播花粉而吹。風行其所不得不行，止其所不得不止，為吹拂而吹拂。花知道
順應風勢，使花粉落在柱頭上，花粉就長出一根管子來，進行傳宗接代。風是博大的，
不經意的；花是機巧的，有謀算的。 
蝴蝶並不為傳播花粉而飛。他靠花養活，把針管一樣的嘴刺入花心，就在飲食的時候，
他毛茸茸的爪上沾滿了花粉完成像風那樣的輸送，算是對花的回報。蝴蝶來了又去，
雙方有施有受，共存共榮。（王鼎鈞〈風·蝴蝶〉）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風自然無心，利群芳而不知；花自私有為，藉風勢傳宗接代 
風代表天，花代表人，如果能善用自然資源，人類定可勝天 
蝴蝶與花，彼此各取所需，和諧共生，合則兩利，分則兩害 
蝴蝶與花，象徵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互惠，你為我，我也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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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14110-14410
40110-40310
60110-60410
80110-80810

全一張 
（背面）

等  別： 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員級鐵路人員考試、

四等退除役軍人轉任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人生就是行走在狹巷裏，一日復一日，你沿著一條生涯的狹巷，急速或緩慢往前走；

你走著你的巷道，他走著他的巷道，兩人很難交換；一人兼走兩巷，更是分身乏術。

有自知之明的人，不做妄想，只沿著自己的巷道走，一直走，一直走，卻也踩過了不

少行程，在身後留下一段長長的路。譬如擺小麵攤，一擺二十年，卻也可以把麵攤移

到自置的高樓長廊下。人就像牛一般，一步一步的走，犂頭在後面一行一行的犂，不要

急躁，不要跳來跳去，一個上午，說不定半畝地的蔓草，已經被新泥覆蓋在下面了。」

（顏元叔〈行走在狹巷裏〉）以下成語，何者不切合本文對於人生道路所產生的體悟？ 
一點一滴 一心一意 一往直前 一木難支 

張愛玲〈愛〉：「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

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的

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這段話的旨趣，與下列詩句何者最為相似？ 
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流水白雲尋不盡，期君何處得相逢 

「作畫之道，大類弈棋。低手扭定一塊，所爭甚小，而大局之所失已多。國手對弈，

各不相爭，亦各不相讓，自始迄終，無一閒著，於此可悟畫理。」（清．沈宗騫《芥

舟學畫編》）作者認為棋道與畫理相通之處在於： 
切忌貪小而失大  時時恆有通盤布局 
態度不可懈怠懶散  不爭不讓，無忮無求 

蠹魚蝕書滿腹，龐然自大，以為我天下飽學之士也，遂昂頭天外，有不可一世之想。

出外游行，遇蜣螂，蜣螂欺之；遇蠅虎，蠅虎侮之。蠹魚忿極，問人曰：「我滿腹詩

書，自命為天下通儒，何侮我者之多也？」人笑之曰：「子雖自命為滿腹詩書，奈皆

食而不化者，雖多何用？」（清吳沃堯《俏皮話》）從本文可知作者所要諷諭的對象

是那一種人？ 
盛氣凌人，橫行無忌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自以為是，不知變通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每次婆媳意見分歧時，我沒耐心跟媽媽好好商量，總是選擇折衷或照太太的意思。

久而久之，我太太受到我的影響，與我之間發展成支配關係，而跟媽媽之間演變成對

立關係。我們三人從一開始可以隨便發揮的申論題，變成答案精簡的問答題，後來轉

型成選項不多的選擇題，終於落入沒有後路的是非題。」依據上文，可知三人的關係： 
愈益融洽 漸行漸遠 始終如一 相敬如賓 

承上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申論題在此指的是三人雖各抒己見，但仍可就事論事 
問答題在此指的是三人默契甚好，你問我答我問你答 
是非題在此指的是三人已磨合出相處模式，歧異甚少 
選擇題在此指的是作者最後的選擇偏向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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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名稱：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4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及104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4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水上警察人員輪機組、水上警察人員航海組、消防警察人員、電子工程、電力工程、地政、
土木工程、運輸營業、機檢工程、事務管理、機械工程、一般行政、衛生行政、會計、人事行政

單選題數：1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A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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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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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D A B D C B C B A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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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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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 
100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行政警察人員 
科  目：中華民國憲法與警察專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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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社會政策之立法，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須考量國家之財經狀況  注意國家資源之有效利用 

力求與受益人基本需求相當 僅依據受益人身分為區別對待 

2 依據憲法規定，下列何者無須超出黨派？ 

法官 考試委員 軍人 立法委員 

3 下列關於憲法內土地政策之規定，何者錯誤？ 

附著於土地之礦產屬於土地所有人所有，但應依法納稅 

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政府並得照價收買 

中華民國領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所有 

土地價值非因施以勞力資本而增加者，應由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 

4 依據憲法第 162 條規定，全國公私立之教育文化機關，應： 

保障其自主性，不受國家監督 由民間獨立團體監督 

由各地方自治團體依據自治規章監督 依法律受國家之監督 

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姓名權屬於下列何種權利，應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 

名譽權 隱私權 人格權 自主權 

6 稅捐稽徵法規定，欠稅達一定金額以上，稅捐稽徵機關得函請內政部，就欠稅人或欠稅營利事業負責人為限

制出境處分，主要涉及人民何項基本權利的限制？ 

工作權 居住及遷徙自由 財產權 依法納稅之義務與權利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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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何者非

本條所導出之自由權利？ 

司法院釋字第 545 號解釋所稱之「性行為自由」 

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所稱之「隱私權」 

司法院釋字第 380 號解釋所稱之「大學自治」 

司法院釋字第 576 號解釋所稱之「契約自由」 

8 憲法第 23 條的比例原則，其中有三個子原則，其中「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不得與欲達成目的之利益顯

失均衡」，乃屬於那個原則？ 

適當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 過度禁止原則 視情況而定 

9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憲法之修改須由下列那一機關提出憲法修正案？ 

行政院 立法院 司法院憲法法庭 修憲會議 

10 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依下列何者有納稅的義務？ 

國庫需要 公共利益 法律 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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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司法院釋字第 459 號解釋，主要基於何項理由，認為徵兵機關關於兵役體位之判定，構成得提起訴願及行

政訴訟之行政處分？ 
體位判定攸關服役人數及役別，影響國家安全重大 
體位判定攸關役別種類，影響役男服役勞逸的公平性 
體位判定攸關役男工作權與人身自由 
體位判定對役男在憲法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 

12 下列何者非屬大學自治的範圍？ 
研究與教學之重要事項  教學內容及課程之訂定 
內部組織之自主組織權  大學教師組織工會之權利 

13 以廣播及電視方式發表意見，依司法院釋字第 364 號解釋，屬於憲法保障人民之何項基本權利？ 
言論自由 出版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 概括性一般自由 

14 依司法院釋字第 640 號解釋，以下關於租稅事項，何者無須以法律定之？ 
納稅主體  稅率 
稅捐稽徵程序  申報所須檢附之文件資料 

15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下列何者得依法行使減刑之權？ 
行政院 法務部 總統 司法院 

16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副總統之任期四年，其連任的規定為何？ 
不得連任 連選得連任二次 無連任限制 連選得連任一次 

17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列有關覆議制度的敘述，何者正確？ 
得提起覆議者，以法律案、預算案與大赦案三者為限 
移請覆議須在該決議案送達行政院 10 日內提起 
行政院院長得自行決定是否須經總統核可 
立法院對於行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 30 日內作成決議 

18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行政院應將下年度預算案提出於下列何者？ 
監察院 總統 立法院 司法院 

19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的規定，下列何種權限屬立法院所有？ 
提出總統彈劾案 提出總預算案 提出大赦案 提出戒嚴案 

20 以下何者，為憲法所定之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總統 法務部 司法院 最高法院 

21 法律及命令的統一解釋是由下列那一個機關掌理？ 
考試院 立法院 司法院 法務部 

22 依憲法第 107 條規定，有關「國防與國防軍事」事項，係： 
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  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省縣執行之 
由省立法並執行之  由省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縣執行之 

23 依憲法增修條文，我國司法院副院長如何產生？ 
司法院院長提名，送總統任命 法官票選，送總統任命 
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 總統提名，行政院院會通過任命 

24 下列何者非屬監察院對行政院及其人員得行使之職權？ 
糾正權 糾舉權 罷免權 彈劾權 

25 審計長如何產生？ 
監察院院長指派  經監察委員選舉產生 
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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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The traffic police unit of each police precinct is responsible for planning and executing the     of local traffic. 

 correspondence  maintenance  demonstration  transportation 

27 You are caught     with solid evidence. You will be charged with homicide. 

 white-handed  black-handed  green-handed  red-handed 

28 Because a driver caused a     traffic accident, the police had to conduct a traffic stop. 

 hit-and-run  real-end  head-on  side-swept 

29 He was in shock for several hours because the terrible explosion     right in front of his eyes. 

 took on  took over  took place  took after 

30 Junior officers often     senior officers, so senior officers should set good examples for them. 

 get out of  keep up with  make faces at  look up to 

31 Don't drive too fast. Or you may get a     ticket from the police. 

 free  quick  parking  speeding 

32 When the police stop us on the road, we have to show our vehicle     to prove that we really own the car. 

 diploma  plate  registration  uniform 

33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is old man could be the    . He looked too weak to kill a person. 

 informer  officer  suspect  victim 

34 The car accident happened right in front of the boy. So he was asked to be the     of this case. 

 defendant  protector  servant  witness 

35 A good lawyer can certainly provide you with complete answers whenever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oreign  legal  proper  traffic 

36 In Taiwan, a judge decides whether an accused is     or not. 

 absent  false  guilty  real 

37 The man admitted that he     the crime. He said he had been trying to kill his neighbor for many years. 

 committed  rejected  enforced  opposed 

38 Two policemen climbed the tree to     the cat that was trapped there. Luckily, it was found safe and healthy. 

 escort  offend  protest  rescue 

39 I've got hearing problems, so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hear police     100 meters away. 

 drills  patrols  sirens  tactics 

40 The burglar     into the house at midnight without disturbing anyone. It was not until the next morning did the 

family find out their safe was gone. 

 broke  drove  fired  took 

41 When more and more people lose their jobs, the rate of     violence seems to increase. Some people beat up 

their spouses because they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pressure. 

 domestic  frequent  historic  verbal 

42 Because some people are afraid that their children might be    , they hire body guards to ensure their children’s 

safety. 

 deported  kidnapped  suspended  traumat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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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isandra Beltran, of New York City, used to feel scared in her own home. Her neighborhood was so dangerous, 
she says, "that I was throwing myself on the floor with my son all the time because of the bullets flying through my 
window." Mae Willie Turner, 79, of Taylor, Texas, was also scared. Drug dealers had brought so much crime to her small 
hometown that she was afraid to sit on her own front porch. 
  But now all that has changed. Beltran says, "I haven't seen a bullet hole in a year." Turner boasts, "I can sit on my 
porch anytime." These women are not the only Americans feeling a little safer these days. In many cities, the rate of 
crime is going down. In 1994, violent crime dropped 8% in the nine largest U.S. citie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1995, 
serious crime dropped an additional 2%. Murder was down 12%. 
  Why is crime down? One reason may be the smart new way some police departments work. In cities such as New 
Orleans, Philadelphia, New York and Chicago, police don't just cruise around in patrol cars watching for crimes. Officers 
are on the streets, talking with the folks they protect. The new system is called community policing. Officers know the 
good citizens and the troublemakers, which makes it easier to solve crimes. "I felt better almost as soon as the police 
moved in," says Brenda Holmes of New Orleans. "They've given us our lives back." 
  Police officers are taking on new roles. "We do neighborhood cleanups, counseling...you name it," says Djuana 
Adams, a police officer in New Orleans. "We help the children with their homework, and they show up for treats when 
they get good grades." Community policing is not the only reason experts give for the drop in crime. More criminals than 
ever are in prison, where they can't get into trouble. Also, fewer people use crack, the drug blamed for the rise in violent 
crime that started in 1984. 
  Some experts think the crime rate will bounce back up in a few years. There will be more males ages 15 to 29, the 
group that commits most crimes. Plus, crime among kids has gone up, not down. But if crime does rise again, police 
department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better prepared than ever to fight it. 
43 What did Delisandra Beltran and Mae Willie Turner have in common? 

 They were both over 70 years old.  They were both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They both asked for assistance from the police.  They both felt scared in their own homes. 

44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reason for the decrease of crime rate? 
More criminals are locked in the prisons. 
 Unemployment rate is getting lower. 
 The drug crack is not popular any more. 
 Police officers interact more with the community. 

45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asks is NOT mentioned as a part of community policing? 
 Taking care of the homeless.  Keeping the neighborhood clean. 
 Chatting with the people they protect.  Cruising around in patrol cars. 

46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 the policemen's performance in dealing with crimes? 
 Positive  Neutral  Negative  Unknown 

 
  Sony officials held a news conference last week in Tokyo. They apologized for the   47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from millions of users of the company's online services. Hackers   48   Sony's PlayStation Network and Qriocity music 
systems. In all, Sony says information may have been stolen from more than one hundred million accounts. The data 
includes information like names, addresses, phone numbers and birthdates.   
  Sony shut down its PlayStation Network on April twentieth. The company is being criticized for not telling its users 
about the stolen information until a week later. Sony has also been criticized for not making its accounts more secure by  
  49   the data. Sony officials say they have now taken steps to improve   50  . Many experts believe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is far more interest in developing technology than in keeping it safe. 
47  research  strategy  theft  violation 
48  targeted  produced  improved  abolished 
49  analyzing  collecting  furnishing  encrypting 
50  democracy  efficiency  objectivity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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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者在憲法中有明文規定？ 
國旗 國歌 國徽 國花 

2 單純限制人民住居之範圍，可能會有何種人權侵害的問題？ 
出版自由權 遷徙自由權 言論自由權 財產權 

3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3 項中，明定應對何者之政治參與特別予以保障？ 
僑居國外國民 勞工 軍人 身心障礙者 

4 依憲法第 143 條之規定，土地價值非因施以勞力資本而增加者，應由國家徵收下列何種稅，歸人民共享之？ 
土地交易稅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土地契稅 

5 多數人為了共同的主張或訴求而暫時集結於一定場所，表達意見之權利稱為： 
集會的自由 結社的自由 通訊的自由 傳播的自由 

6 對於議會已通過或否決的法案，由公民依一定之程序投票，以決定其存廢或修改之權，稱為何種權利？ 
創制權 複決權 選舉權 罷免權 

7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414 號解釋，關於藥物廣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涉及財產權之保障 
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利益之維護，應受較嚴格之規範 
具商業上意見表達之性質 
非言論自由保障的範圍 

8 依憲法增修條文，有關大法官連任問題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大法官不得連任 大法官無連任限制 大法官僅得連任一次 大法官僅得連任二次 

9 學生受到退學處分時，得請求行政救濟，主要係屬於憲法上何種權利之保障？ 
財產權 生存權 社會權 訴訟權 

10 昔日政府取締「一貫道」的任何活動，甚至禁止其信徒聚會。請問這是國家權力主要對於下列那種人權的侵害？ 
居住自由 出版自由 信仰宗教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11 過去違警罰法部分條文、檢肅流氓條例部分條文及檢察官擁有羈押權等規定，曾被司法院解釋認為係違反何

項權利而宣告違憲？ 
人身自由 居住自由 生命權 財產權 

12 依司法院釋字第 631 號解釋，司法警察基於辦案，而有需要監聽嫌犯、關係人的行動電話通訊時，應按照何

種程序，始符憲法第 12 條保障人民有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 
司法警察取得嫌犯、關係人之最近親屬同意之後，即可佈線竊聽 
司法警察申請上級機關許可後，即可佈線竊聽，惟以三個月為限 
司法警察須向地方法院檢察官提出聲請，經檢察官衡量案情必要性之後，核發監聽票 
司法警察須向地方法院法官提出聲請，經法官衡量案情必要性之後，核發監聽票 

13 依司法院憲法解釋，下列關於言論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見受言論自由之保護 主張分裂國土之言論受言論自由之保護 
商品廣告亦受言論自由之保護 性言論之發表不受言論自由之保護 

14 下列人員中，何者非屬於司法院？ 
檢察官  大法官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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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司法院釋字第 479 號解釋，關於人民團體名稱的選定，主要係屬於憲法上所保障之何項自由權利？ 
財產自由 結社自由 人格自由 概括性的自由 

16 依憲法之規定，國民若想要成為縣市議員之候選人，必須年滿幾歲？ 
十八歲 二十歲 二十一歲 二十三歲 

17 下列何機關是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之規定，所設置的機關？ 
國防委員會  國防部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  國家安全會議 

18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之規定，行政院移請立法院覆議之覆議案，如經立法委員決議維持原案，行政院院長

應如何處理？ 
辭職  接受該決議 
再提覆議  呈請總統召開院際協調會 

19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之規定，副總統缺位時，總統至遲應於幾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立法院補選？ 
半個月內 一個月內 二個月內 三個月內 

20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列何者非屬行政院院長之職權？ 
總統任命大法官、考試委員、監察委員之副署權 
立法院通過行政院院長不信任案後，除應於十日內辭職，並得呈請總統解散立法院 
立法院開會時，列席陳述意見 
立法院開會時，答覆質詢 

21 在目前，監察委員是由總統提名，經下列何者同意任命之？ 
司法院 立法院 直轄市議會 行政院會議 

22 依司法院釋字第 461、498 號解釋，下列何者有應邀於立法院委員會備詢之義務？ 
行政院秘書長  監察院副院長 
司法院院長  地方自治團體之行政人員 

23 下列何者不受監察院之彈劾？ 
總統、副總統 地方公務人員 司法院人員 考試院人員 

24 考試院院長如何產生？ 
由行政院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行政院提名，經總統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25 下列何者非屬憲法第 107 條規定，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事項？ 
教育制度  司法制度 
航空、國道、國有鐵路、航政、郵政及電政 中央財政與國稅 

26        books are changing traditional publishing models everywhere. In America and Britain, the rise of 
electronic books is the cause. 
Comic Digital Hardcover Paperback 

27 Internet security researchers warned that foreign policy and human rights Web sites are being booby-trapped by 
hackers in what appears to be a       . 
cyberespionage delinquent metamorphosis photosynthesis 

28 Public transport in Brussels was        for a fourth day after staff walked out to protest the death of a co-worker 
in an assault. 
besieged distracted paralyzed reinforced 

29 Two injured New York bicyclists accuse police of        investigation after traffic accidents. 
efficient inadequate legitimate sufficient 

30 A crime is a serious offence such as murder or robbery. A punishment is a penalty imposed on somebody who 
is        of a crime. 
acquitted convicted deprived reminded 

31 Murder is considered a        and is punishable by life in prison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dilemma felony radical squad 

32 The policeman calls for        when he finds out that the drug-dealer is armed with a gun. 
back-up cellphone make-up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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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Smuggling and arms-trafficking has been a long existing issue in Taiwan. Human-trafficking and its       , 

prostitution, are increasingly hot problems in Taiwan. 
counterpart framework inspection supervisor 

34 The City of Taipei        a CCTV system to assist the police to reduce the crime rate by deterring potential 
offenders. 
imported inspected installed enrolled 

35 Traffic        are in bright orange color, drawing the attention of drivers on the road. They are good for many 
things, including training drivers how to park in tight spaces and reserving parking spots. 
counters cones stickers controllers 

36 Suicide and        suicide calls are emergency calls. Firefighters and police officers 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get to the scen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ttended attacked attached attempted 

37 The capital police arrested two        and recovered an abducted businessman safely from their possession. 
murderers kidnappers drug dealers smugglers 

38 Jemison police arrested Steve Robinson for trafficking marijuana and possession of cocaine. Considering his past 
criminal history, Robinson will hopefully spend many years        bars. 
before on behind in 

39 A: Is the FBI offering        for information leading to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ten most wanted fugitives? 
B: Yes, it is. 
rewards rewords refunds revolvers 

40 A: Why do you carry the portable radios on duty? 
B: Portable radios enable two-way        between the officer and the department. They usually have a range that 

is adequate to reach anywhere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jurisdiction. 
cooperation protection connection communication 

41 Employees of the police department shall not        in personal business while on duty and shall avoid all 
activities not relating directly to their departmental responsibilities. 
enjoy engulf involve engage 

42 The teenager who allegedly killed a woman when driving under the        of alcohol was handcuffed and sent to 
the prosecutor’s office. 
influenza influx interference influence 

請回答第 43 題至第 46 題： 
The Police Uniform: To Wear or Not Wear? 

The police uniform with its attendant gun and badge is like a neon sign. When you walk into a room wearing a 
uniform, attention is immediately drawn to you. The uniform communicates an immediate and powerful message: 
authority, security, integrity, trust, safety—and to some, a threat. For some people the uniform has a very positive effect, 
which allows you to establish an immediate rapport with many groups. Wearing your uniform sends a dual message that 
you are serious about your topic and that your department supports you. It conveys to an audience that you know what the 
options are and how best to handle a situation. 

For others, the uniform can be intimidating. Some people are uncomfortable in the presence of authority, and the 
uniform is a symbol of authority. A hostile audience has a tendency to talk to the uniform and not to the person in the 
uniform. In such situations you might want to wear street clothes, which can convey several meanings. You can be all 
business, wearing a suit. You can convey a more relaxed message with casual attire. (The Strategic Dressing chart 
provides some general guidelines for using clothing to set a tone.) Each article of clothing worn for a specific situation 
conveys a unique message about you as an officer and as a person. Repeated contact will let the community come to 
know you more as a person who wears a uniform and less as a uniform with a person in it. 
Strategic Dressing  

To appear Wear 
Formal Uniform or suit 
Relaxed professional Sport coat, no tie, sweater, slacks or dress 
Casual Golf shirt, button shirt, or blouse and slacks or skirt 
Ready to play Athletic clo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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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Who is this guide aimed at? 
Citizens. Hotel managers. Police officers. Community leaders. 

44 What message is NOT conveyed to an audience if you wear police uniform? 
Integrity. Safety. Authority. Peace and war. 

45 What clothes should the commanding officers wear if they want to build trust to the hostile groups? 
A tie. A button shirt. A uniform. A business suit. 

46 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is guideline? 
How to communicate the right message to the public via internet 
How to convey a certain message to the community by dressing properly 
How to pay the usual price for the uniform 
Where to buy the golf shirts and skirts 

請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I can’t identify any popular literary trend that didn’t originate online,” says Jo Lusby of Penguin China. Although 

e-readers are still scarce, the Internet has greatly affected reading habits. Chinese people increasingly read books on 
phones, tablets and laptops. People under 30, who are most likely to own such devices, are the most avid readers, says 
Eric Abrahamsen, a Beijing-based publishing consultant. 

The result has been an outpouring of mass-market fiction, written (and read) on websites, not in print. Five years ago 
Internet publishers were typically informal, back-room outfits, but Shanda, an online gaming company, seized the 
commercial opportunity and now owns most of the literary sites. It sells subscriptions by the chapter or book, by the week 
or month. Online novels start at around five yuan ($0.80) compared with 30 yuan for an average printed volume. 

Some of the newly popular online genres, such as romance, exist everywhere. Others could be termed fi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me of this online material makes it into book form. Print sales, dominated by the country’s 580 
state-owned publishing houses, are now worth 44 billion yuan ($7 billion), but growth has slowed from 10% a year in 
2007 to around 5%, according to Yang Wei of OpenBook, a market-research firm. Like many online starts-ups, Shanda is 
not yet making money out of  Web books, although revenues are growing. 

The Internet has also changed the way that books are promoted. China has relatively few bookshops so cultural 
networking sites such as Douban.com have proved good at targeting new readers. Few writers make much money, online 
or in print. The handful of stylish novelists who do have become celebrities. Han Han, a 29-year-old novelist turned 
racing-car driver, has a popular blog. Mr. Han rose to fame cleverly tweaking the authorities without running foul of the 
censors. Today’s edgy writers, such as Murong Xuecun, can steer around the censors with their online writing, then make 
necessary cuts in their print editions. Most authors give the censors no trouble. They know where the line is drawn. 
47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Book Censorship in China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ternet Censorship in China How to Sell Books Online in China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ominates printing sales in China? 
OpenBook  Penguin China 
Shanda  State-owned Publishing Houses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Chinese readers increasingly read books on desktop computers. 
The Internet changes not only people’s reading habits but the way books are promoted. 
There are more than six hundred state-owned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Like many online companies, Shanda is beginning to make money out of its Web books.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E-readers are still the minorities in China. 
Besides being a novelist, Han Han is also a racing-car driver. 
Douban.com owns most the literary sites in China. 
Most Chinese writers try to avoid censorship even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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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見解，下列何項規定未違反憲法之平等原則？ 
父母對於未成年子女權利之行使意思不一致時，由父行使之 
子女一律從父姓，無從選擇 
妻與夫協議不成時以夫之住所為住所 
夫妻間之贈與免納贈與稅 

2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不信任案之提出，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須有三分之一以上之立法委員連署 
不信任案提出 72 小時後，應於 48 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 
不信任案之表決需經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贊成始得通過 
不信任案如未獲通過，1 年內不得對同一行政院院長再提不信任案 

3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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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經何者之核可，移請立法院覆議？ 
立法院院長 總統 行政院會議 副總統 

4 以下何者非屬我國憲法賦予總統之權力？ 
統帥權 宣戰權 發布緊急命令權 法律案之否決權 

5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下列何者統率全國陸海空軍？ 
國防部長 參謀總長 總統 行政院長 

6 下列何者非屬憲法第 16 條訴訟基本權之保障內涵？ 
審判程序正當性 審判結果公正性 權利救濟有效性 訴訟審級多樣性 

7 有關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範圍，下列何者不包括在內？ 
內在信仰之自由  拒絕接受義務教育之自由 
宗教行為之自由  宗教結社之自由 

8 下列關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權之內容，何者錯誤？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規定之「審問」，係指法院審理之訊問，其無審判權者既不得為之，則此兩

項所稱之「法院」，當指有審判權之法官所構成之獨任或合議之法院之謂 
國家以法律明確規定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者，倘與憲法第 23 條之比例原則無違，並踐行必要之司法程序

或其他正當法律程序，即難謂其牴觸憲法第 8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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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基本人權，尤其

應受周延保護 
羈押作為刑事保全程序時，旨在使刑事被告早期認罪，俾利刑事訴訟程序順利進行，使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 

9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人民之指紋係受何種基本權利保護？ 
財產權 身體權 資訊隱私權 秘密通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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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不得從事按摩業」之規定，係違反下列何種基本權之保障？ 
平等權與言論自由 工作權與平等權 言論自由與工作權 人身自由與平等權 

11 對於居住遷徙自由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居住自由係指人民居住之處所，不受非法侵犯之權利 
國家不得對於人民設居住所之決定，課以不必要之負擔 
為落實國家兵役制度、確保義務履行之公平，主管兵役之行政部門得無待授權自行限制役男出境 
遷徙自由包括自由出入國境之權利，無待許可 

1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由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負責通訊監察書之聲請與核發，主要與憲法保障何種基本權

利之意旨不符？ 
居住遷徙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人身自由 集會遊行自由 

1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廢止前之檢肅流氓條例規定法院得為保護證人，拒絕被移送裁定人對質及詰問，有違

下列何者？ 
比例原則，訴訟權之保障及正當法律程序原則 平等原則，言論自由之保障及人身自由 
平等原則，居住遷徙自由及正當法律程序原則 比例原則，訴訟權之保障與資訊公開原則 

14 依憲法第 175 條第 1 項之規定，本憲法規定事項，若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者，係以何種規範定之？ 
法律 修改憲法 法規命令 緊急命令 

15 國家對於僑民的照顧，下列何者錯誤？ 
有僑居國外不分區立法委員代表僑民利益 只限於保障其發展經濟事業 
獎勵有教育事業成績優良者 保障其政治參與之機會 

16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中華民國領土變更案，依下列何種程序為之？ 
立法院提出，經公告半年，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 3 個月內投票複決 
行政院向立法院提案，立法院應即解散國會重新選舉，由新任立法委員議決 
由超過三分之二之監察委員連署提案，送立法院議決 
由國家安全會議議決，向立法院提案，立法院同意後，由行政院發布 

17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之規定，下列有關立法委員任期、連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任期 4 年，得連任一次  任期 4 年，無連任次數限制 
任期 3 年，得連任一次  任期 3 年，無連任次數限制 

18 下列何者並不屬於立法委員之職權？ 
發言權 參與表決權 質詢權 統一解釋法令權 

19 依憲法之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機關擁有向立法院提案之權者，不包括： 
總統 司法院 行政院 考試院 

20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之規定，下列有關由全國不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的立法委員之敘述，何者正確？ 
由各政黨依政黨得票比率於選舉後提出當選名單 
當選名單中，任一性別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政黨得票率須達百分之三以上，方得當選立法委員 
當選員額共 34 名 

21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規定，下列何者具有憲法修正案之提案權？ 
總統 行政院 立法院 司法院 

22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規定，立法院提出對於總統的彈劾案，應由下列何者審理？ 
憲法法庭  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監察院 

23 憲法法庭對於違憲政黨之審理，可以採取下列何種決定？ 
警告  禁止政黨推舉各類選舉候選人 
解散  停止政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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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的選任方法為何？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直接任命  由總統提名，經考試院同意任命之 

25 下列那一項資格，無需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立法委員參選資格 律師執業資格 記帳士執業資格 

26 Very small amounts of DNA       from a crime scene can be used to link an unknown suspect to the crime. 
responded related recovered relocated 

27 Given the difficult job the police have, it is easier for them to       their duties if they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public. 
perform inform reform deform 

28 In order to prevent a criminal from running, police use      . 
handcuffs fingerprints flashlight whisper 

29 Studies indicate that laws establishing administrative license       have reduced alcohol-related crashes by 
almost 40 percent. 
revocation verification affirmation examination 

30 Following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police department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were given new      , which 
provided additional burdens for busy police departments. 
agencies budget fantasia mandates 

31 It is wrong for a policeman to       his/her power while in office. 
attempt abduct assault abuse 

32 The woman went to the police station and wanted to file a       report because someone took her bag by force on 
the Main Street 30 minutes ago. 
burglary robbery arson smuggling 

33 A search       is a court order issued by a judge that authorizes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to conduct a necessary 
search of a person or a place for criminal evidence. 
ticket allowance warrant agreement 

34 A       refers to the situation when a person promises you that you can make a lot of money by investing with 
him/her, but then just takes your money and disappears. 
fraud prostitution murder raid 

35 The police       the whole town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in order to maintain order and security. 
exploit patrol intimidate possess 

36 The victim’s family was happy to know that the kidnapper had been taken into      . 
attention position facility custody 

37       force is a troubling aspect of police misconduct, because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determine the precise 
amount of force that is required in each situation. 
Intensive Responsive Effective Excessive 

38 In the police station, weapons and       are stored in armory. 
amnesia evidence ammunition amnesty 

39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has set up a “165 hotline” for the public to report suspicious phone calls scams and  
     theft. 
property identity auto larceny 

40 The       division of a police department is charged with solving reported crimes. 
personnel ethics traffic detective 



 代號：2601
頁次：4－4

41 Police officers use their       in deciding when and how to arrest, stop, frisk, shoot, and/or ticket individuals. 
confession discretion expectation possession 

42 Be wary of       packages and letters. They can contain explosive, chemical, or biological agents. 
expected suspicious regular random 

43 A: I would like to report a domestic violence case. 
B: Sure. Are you a       of abuse? 
provider defender victim contributor 

44 The police themselves emphasize their role as       fighters and deemphasize their job as peacekeepers and 
social service providers. 
literary rejection crime environment 

 
請回答第 45 題至第 46 題： 
     Some people are afraid of flying. They are worried that the plane will crash or that someone may hijack it. People 
who hijack a plane usually threaten to kill the passengers or blow up the plane if they do not get what they want. 
Hijackers often want money, but sometimes they want other things—to have their friends let out of jail, or to go to 
another country. 
     The first hijacking occurred on June 16, 1948, on a plane traveling from Macau to Hong Kong. Some men with 
guns told the pilot that they wanted money. The pilot tried to fight them off, but the hijackers shot him. The plane crashed 
into the ocean, and nearly everyone on it died. Only one man survived. His name was Wong-yu Man. When the police 
brought the plane out of the ocean, they looked at it very carefully. They found bullet holes in its walls. That’s how they 
knew there had been a hijacking. 
     A police officer sat near Wong-yu Man’s bed in the hospital. Before long, Wong-yu Man started to talk in his sleep. 
“Where are my men?” his said. “Are they all right? Did they get the money?” 
     The police officer wrote everything down. He thought that Wong-yu was one of the hijackers, and he was right. 
When Wong-yu came out of the hospital, he went to jail for a long time. 
45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Wong-yu Man hijacked the plane because he and other hijackers wanted to go to Hong Kong. 
This haijacking was a total failure because the plane crashed and all the people died except Wong-yu Man. 
When staying in the hospital, Wong-yu Man confessed to the police that he hijacked the plane with his friends. 
The plane crashed because the hijackers shot the pilot, killed all the passengers and blew up the plane. 

46 How did the police know that the crash was unusual? 
Because no one survived except Wong-yu Man. Because they found bullet holes in the plane. 
Because they took the plane out of the ocean. Because Wong-yu Man told them the whole story. 

 
     Crime analyses have been largely   47   through technological advances. Crime analysts historically used 
simplified maps to examine and monitor crime in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 Pin-mapping was used to locate what are 
now referred to as   48   of criminal activity. Computers now provide sophisticated analyses of criminal behavior and 
other aspects of crime and justice, which largely assist with crime   49   and law enforcement efforts. Computerized 
crime mapping vi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applications enables researchers to analyze multiple layers of 
data to   50   relationships among times, trends, shifts, ecological variables, locations, and other factors. 
47 abolished enlarged centralized enhanced 
48 margin hotspots flashpoint periphery 
49 prevention simulation communication distribution 
50 intensify qualify satisfy identify 



類科名稱：

10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2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中華民國憲法與警察專業英文（試題代號：2601)

題　　數：50題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D C B D C D B D C B C B A A B A B D A D

題號

答案 C A C A B C A A A D D B C A B D D C B D

題號

答案 B B C C B B D B A D

題號

答案

備　　註：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行政警察人員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1 0 3 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1 0 3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一 般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1 0 3年 特 種 考 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等  別：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中華民國憲法與警察專業英文 

考試時間： 1小時 座號：         

※注意： 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代號：2601 
頁次：4－1 

   

1 依司法院釋字第 414 號解釋，藥物廣告雖然不是訴求政治性議題，然仍受到憲法關於何項權利之保障？ 

人身自由及人格權保障  工作權及生存權保障  

財產權及言論自由保障  講學自由及工作權保障 

2 監察院審計長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完成審核之後，應向何一機關提出審核報告？ 

行政院 立法院 監察院 總統 

3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要求，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 

納稅義務人  稅率級距  

繳納期間  稽徵機關對於申報案件的抽查標準 

4 下列有關秘密通訊自由的敘述，何者正確？ 

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範圍僅限於書信文字  

不應由警察，宜由檢察官才能獨立行使監聽權 

只要事關公益，非依法定程序監聽所取得內容例外可為證據 

與個人隱私權息息相關 

5 下列財產權的意義，何者錯誤？ 

是指所有權存續狀態的保障，包括使用收益與處分的權能 

私法上，所有權衍生的法律利益，如廣告，也受保障 

因公益而忍受特別犧牲應予賠償 

礦產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受影響 

6 依憲法第 161 條之規定，何者應廣設獎學金名額，以扶助學行俱優無力升學之學生？ 

公益團體 各級政府 大企業 宗教法人 

7 依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人民之基本權利，並不因下列那一種目的而受法律限制？ 

為了維持社會秩序 為了鞏固國家權力 為了避免緊急危難 為了增進公共利益 

8 人性尊嚴是基本權之基礎。人格尊嚴之維護與人身安全之確保，乃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並為我國憲法保障

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有關人性尊嚴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依據契約自由原則，雇主對於勞工進用與否、工時長短、薪資高低、保障有無等，皆任諸雇主自由，不受

限制 

夫妻關係中，妻或夫並非對方之權利客體，故「夫權」之概念不應存在 

觀諸憲法前言、第 1 條、基本國策章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之規定，可知憲法以促進民生福祉為一項基

本原則，本此原則，國家應提供各種給付，以保障人民得維持合乎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需求，扶助並照顧

經濟上弱勢之人民，推行社會安全等民生福利措施 

人性尊嚴並非如人之權利能力一般，「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人即使尚未出生或已死亡，仍有人性尊嚴 

9 有關憲法保障之訴訟權之限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不得抗告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決議即屬法院之終審裁判，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訴訟權重於實體法之關係，故程序保障並不重要 

人民於訴訟上有受公正、迅速審判，獲得救濟之權利 

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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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關於國民主權原則的解釋，下列何者錯誤？ 

其實現由國民直接或間接得到國民同意 直接民主能實現國民主權原則 

司法獨立審判，違背國民主權原則 行政向立法負責是國民主權原則的展現 

11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民投票為牴觸代議政治之制度，實已違憲  

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係屬人民之參政權 

競選過程，應確保相關資訊得以充分揭露，以促進公共政策等意見之交換 

對於候選人學經歷之要求、以及對於保證金制度之設計，司法院解釋基本上係肯認立法者得於合理範圍內

加以限制 

12 有關選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中華民國國民凡年滿二十歲，即得享有選舉與被選舉權 

選舉制度應確保參選機會之平等 

選舉制度應確保人民被代表權之平等 

選舉捐款之限制，涉及政治性言論保障之問題 

13 下列有關總統刑事豁免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現職總統競選連任時，無刑事豁免權 

刑事豁免權為暫時性之程序障礙 

總統刑事豁免權係對於其犯罪行為享有實體之免責權 

總統之刑事豁免權及於總統於他人刑事案件為證人之義務 

14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補習教育之對象為： 

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 已受基本教育，再教育之成人 

大學聯考落榜之考生  在職教育之公務員 

15 考試院院長無須赴立法院備詢，係基於下列何種憲法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基本人權保障 憲政慣例 憲法明文規定 

16 有關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預算監督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預算案之權 

總預算案應於會計年度開始 1 個月前由立法院議決，並於會計年度開始 15 日前由總統公布之 

預算案係指國家年度總預算而言，包括追加預算以及特別預算在內 

預算案經立法院通過及公布手續為法定預算，其形式上與法律相當，因其內容、規範對象及審議方式與一

般法律案不同，又稱之為措施性法律 

17 下列何種議案無須向立法院提出？ 

戒嚴案 媾和案 大赦案 特赦案 

18 立法院通過某法律，但行政院認為窒礙難行，經由法定程序後再送回立法院審議的制度，稱為： 

覆議 復議 核可 不信任案 

19 下列關於行政與立法間之關係，何者錯誤？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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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

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 

20 下列那一種國家權力，在我國憲法上有關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分配中，係專屬中央立法並執行？ 

警察制度 教育制度 司法制度 公共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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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在我國現行地方制度中，並無下列那一種公職人員之編制？ 

鄉民代表會主席 鄉長 省政府主席 省長 

22 下列何者負責憲法解釋之工作？ 

司法院大法官 憲法法庭 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23 下列何機關得刪減司法概算？ 

立法院 行政院 監察院 考試院 

24 依憲法第 82 條規定，下列有關司法院及各級法院組織之敘述，何者正確？ 

為確保司法獨立，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由司法院自行發布命令定之 

司法院組織由法律定之，各級法院之組織由司法院以命令定之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由法律定之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專由憲法直接規定 

25 依司法院解釋，下列何者屬憲法中不得修改之部分？ 

雙首長制 總統之罷免程序 民主共和國原則 立法院之人事同意權 

26 Law Enforcement Oath of Honor reads: “On my honor, I will never betray my badge, my ______, my character, or 

the public trust. I will always have the courage to hold myself and others accountable for our actions. I will always 

uphold the constitution and community I serve.” 

facebook intelligence indentification integrity 

27 Different agencies use their SWAT team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______, but the basic set of missions looks like this: 

counter sniper, hostage rescue, barricaded suspect, search warrant, and drug raids. 

assignments advantages assistances alignments 

28 Community policing offers the potential of forging closer ______ and deeper trust between police and citizens. To 

realize this potential, however, images and structures of the police organization must accommodate such changes. 

constructions connections containers confusions 

29 Forensic scie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serious crimes. One of the first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wa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ques for identifying individuals by their ______. In the 19
th
 

century, it was discovered that almost any contact between a finger and a fixed surface left a latent mark that could 

be made visible by a variety of procedures. 

blood saliva semen fingerprints 

30 To reduce police ______, the commissions recommend creating external oversight over the police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integrity, improving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leadership from supervisors of all ranks about integrity, 

holding all commanders responsible for the misbehavior of subordinates, and changing the organization’s culture to 

tolerate misbehavior less. 

strike corruption torture overpower 

31 Domestic______ and abuse can happen to anyone, yet the problem is often overlooked, excused, or denied.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when the abuse is psychological, rather than physical. Noticing and acknowledging the signs of an 

abusive relationship is the first step to end it. 

vacation violence victory vacancy 

32 The safety _____ is designed to assist the police officer in maintaining his or her handgun in a struggle while 

ensuring handgun retention. 

belt buckle barrier holster 

33 Unable to deal with the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recent scandal, the politician committed __________. 

suicide renovation reception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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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In Taiwan, making a right turn on a red light is _____ and considered illegal, except when there is a green arrow 

along with the red light. 

authorized prohibited violated committed 

35 A woman was sent to prison for _____ heroin out of the country. When she was arrested at the airport, she had 63 kg 

of heroin in her suitcases. 

abducting negotiating smuggling mingling 

36 Witnessing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accident, Mr. Lin was brought to the police station to make a __________. 

noise statement foundation promise 

37 The __________ typhoon left nothing standing after it raged through the town. 

devastating harmonious profitable restless 

38 The mayor is in a __________, for his decision will be challenged by both his proponents and opponents. 

trend morality sentiment dilemma 

Stockholm syndrome is a psychological behavior that appears in certain hostage situations. The condition appears 

when the hostage begins to show loyalty to or sympathy with the people who are   39   him or her. In the most classic 

cases, victims continue to defend and care about their captors even after they escape captivity. 

The term   40   in 1973 after the robbery of a bank in Stockholm, Sweden. During the robbery, bank employees 

were held hostage for six days. During this time, some of the employees became emotionally   41   their captors. 

They defended the actions of the bank robbers after the ordeal was over. 

Dr. Joseph Carver, a psychologist, describes this emotional bonding with an abuser as a survival   42   for 

victims of abuse and intimidation. It develops as an attempt to survive in a   43   environment. The behavior has been 

observed in battered spouses, abused children, prisoners of war, and concentration camp survivors. 

39 coercing witnessing holding inspecting 

40 originates originated has originated has been originated 

41 locked out of ignorant of popular with attached to 

42 strategy reliability recruit tolerance 

43 dedicated threatening moderate poisonous 

44 It is forbidden for any public servant to accept __________. 

bribes vices honors patents 

45 After spending 25 years in prison, the convicted criminal will be __________ for parole. 

diligent disheveled eligible evasive 

46 The trial of the high-profile serial killer case will be__________ by Judge Yang. 

contributed to presided over charged with complied with 

47 When the fire fighters got to the burning building, they saw some victims making their __________ by jumping out 

of the building without protection. 

excuse appearance disappearance   escape 

48 Unsatisfied with the clarification provided by the officials, some legislators__________ a more in-depth 

investigation. 

called for broke in called out let go of 

49 Based on our Constitution, any president can only hold__________ for a maximum of eight years. 

election term seat office 

50 The scar on the robber’s forehead gives him a__________ appearance; he can be easily identified. 

minimum deficient resilient distin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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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憲法概念及特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具有最高之法規範效力 

成文憲法之變動，僅有重新制憲之唯一可能性 

基本權之保障及權力分立之設計，為現代立憲主義憲法之重要判準 

國家為憲法之主要規範對象 

2 政府採購法規定得標廠商於履約期間必須僱用一定比例之原住民，僱用不足者應繳納代金。司法院釋字第

719 號解釋認為此一規定並未違憲，本號解釋並未引據下列何種規範？ 

憲法第 5 條各民族一律平等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 條促進原住民族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 21 條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原住民族之經濟得到持續改善 

國際勞工組織原住民和部落人民公約第 20 條各國應確保原住民族勞動者在受僱上受到有效保障 

3 下列何稅為憲法明定應徵收者？ 

所得稅 房屋稅 土地增值稅 契稅 

4 依據憲法之規定，獨佔性企業之經營原則為何？ 

以公營為原則  以國民經營為原則 

以公民營合力經營為原則 以公民營自由競爭為原則 

5 下列何者為憲法第 170 條所稱之法律？ 

地方稅法通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6 為消弭人民對某政務官健康警訊疑慮，行政院公布該官員之就醫病歷。此舉可能侵害到該官員之何種基本權？ 

服公職權 資訊隱私權 平等權 人身自由 

7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本人得聲請該管法院，將之從逮捕機關移送法院審問之程序，稱為： 

拘提 管收 提審 糾舉 

8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下列何者非屬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 

內在信仰之自由 宗教行為之自由 宗教營業之自由 宗教結社之自由 

9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下列何者非屬居住及遷徙自由之保障範圍？ 

旅行 遊行 出境 入境 

10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下列何者不受結社自由之保障？ 

主張共產主義者 主張分裂國土者 從事組織犯罪者 強制加入職業團體者 

11 下列何者非屬服公職權之保障範圍？ 

晉敘陞遷權 俸給權 身分保障權 轉任權 

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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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內涵？ 

三級三審之審級救濟權  聽審權 

適時救濟請求權  公平審判請求權 

13 依司法院釋字第 720 號解釋意旨，羈押被告係涉及下列何種基本權之限制？ 

人身自由 隱私權 居住自由 生存權 

14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9 號解釋，人民營業之自由，係下列何種憲法基本權所保障之內涵？ 

生存權 工作權及財產權 遷徙自由 訴願權及訴訟權 

15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6 號解釋意旨，買賣交易之契約自由係源自於憲法所保障之何種基本權？ 

憲法第 15 條之生存權  憲法第 15 條之工作權 

憲法第 15 條之財產權及第 22 條之概括基本權 憲法第 15 條之生存權及第 16 條之訴訟權 

16 憲法第 133 條規定，被選舉人得由原選舉區依法罷免之。依憲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直轄市長得由該直轄市之選舉人罷免之 

區域立法委員得由原選舉區之選舉人罷免之 

不分區立法委員以全國為選舉區，得由該選舉區之選舉人罷免之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以平地原住民為選舉區，得由該選舉區之選舉人罷免之 

17 立法院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所提之議案，下列何者無須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選舉人投票決定？ 

總統彈劾案  總統罷免案 

領土變更案  監察院與立法院合併之修憲案 

18 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有關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每一縣（市）無論其人口多寡，至少選出立法委員 1 人 

政黨得票率達百分之三以上者，始得參加政黨比例代表之席次分配 

政黨當選名單中，任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立法委員任期為 3 年 

19 依司法院釋字第 627 號解釋意旨，下列何者非屬總統享有之特權？ 

刑事豁免權 

言論免責權 

決定國家機密不予公開之權力 

就國家機密事項於刑事訴訟程序之拒絕證言權 

20 關於公務員懲戒制度之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非屬司法機關 不服公務員懲戒議決，不得提出上訴 

懲戒處分影響人民服公職權利 懲戒處分之審議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21 憲法第 53 條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此規定之目的係為維護下列何種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比例原則 行政一體原則 

22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令，若新任立法委員尚未選舉產生，應由何者召集遭解散之立法院追認緊急

命令？ 

總統 立法院院長 立法院自行集會 行政院院長 

23 依憲法規定，立法院不得對何種事項進行議決？ 

法律案 預算案 決算案 媾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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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憲法第 81 條規定，為保障法官，將法官轉為非法官職務，應以下列何種規範定之？ 

法律 職權命令 行政規則 職務命令 

25 監察院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至遲幾個月內完成審核？ 

1 個月內 2 個月內 3 個月內 4 個月內 

26 With a search      , police officers may search a residence without its owner’s consent. 

warrant guarantee certificate contract 

27 Unfortunately, the police were unable to gather enough evidence during their       of the serial murders. 

accumulation invasion investigation communication 

28 A juven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person who is typically under the age of 17 and commits an act tha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charged as a crime if they were adults. 

teenager junior delinquent freshman 

29 Today, ID fraud is a major concern for police around the world. Many young people use       ID to access adult 

venues, such as concerts and nightclubs. 

counterfeit multiple double official 

30 Mary’s       against her husband’s conviction is being considered because she has presented some new solid 

evidence to the judge. 

offer complaint appeal confession 

31 Jane is a victim of       and sexual violence, because ever since her mother fled from their house years ago she 

has been living alone with her alcoholic father. 

emotional domestic disputed depressive 

32       the driving habits of the two groups of drivers, the researcher hopes to find out ways to enhance road safety. 

Comparing with In comparison As compare By comparing 

33 This community is now under police       because many residents of this area strongly demand it after serial 

murders occurred over the past few days. 

speculation vision observation surveillance 

34 Jennifer was convicted of the murder of her mother and sister according to Sam’s       that he made to the jury. 

convention interrogation testimony pledge 

35 The Hong Kong Police try to prevent crime by persuading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do more to       themselves 

and their property. 

process prepare protect promote 

36 Mr. Jackson stated the reason why he left the brush company where he worked as a salesman because he thought 

the brush would not       beyond a month. 

last bear go count 

37 Avoiding phone       is very important for people not to be cheated. 

interviews fakes bills scams 

38 To stay physically healthy, most people know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 balanced      . 

diet date weight vision 

39 According to experts, a person’s lifestyle can be a major factor in their      ,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vantage beneficiary exposition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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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In Europe, many charity organizations receive more money from government       than from public donations. 

grants admissions certificates permits 

41 A number of universities in England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y trained highly skilled people for industry. 

because indebted to as a result of with a view to 

42 Mr. Jones has to be       all the time over his rare species of rose grown in the glass house, lest it should be 

stolen. 

allergic on guard primitive in sight 

43 At seeing the garden, Mr. Hooper has no sooner said what a small garden it is,       an airplane is heard taking 

off. 

then than yet thereby 

44 Jeff ’s five-year-old son had always enjoyed going to museums, particularly those where he could       buttons to 

make things work. 

arrange weigh press lodge 

45 Women who have jobs report that they feel overworked by household chores       their professional duties. 

according to in contrast to in addition to in regard to 

46 Susan’s gun was       after it was detected by the security officer at the customs at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smuggled exported confiscated purchas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Of all the websites, one that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recently is myspace.com. Most of this attention has come from 

the media and tells every reason why the website should be shut down. The threat of Internet predators is indeed a tough 

reality, but shutting down the site is not the answer. If myspace.com were shut down, another site would quickly take its 

place. Therefore, the right way is to teach teens how to use the site safely and educate them about who may be predators 

and how to avoid them. The key to   47   safe on the Internet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r profile is secure. The simplest 

way is to change the privacy setting on your profile to “private”, which protects your information   48   only the people on 

your friend list can view it. Although this is   49  , it is not perfect. Predators can find ways to view your profile if they 

really want to,   50   through hacking in or figuring out their way onto your friend list. Thus, you should never post 

too much personal information.  Some people actually post their home and school addresses, date of birth, and so on, 

often letting predators know exactly where they should go and when. 

47 stay  be stayed  stayed  staying  

48 as to no matter so that because 

49 elegant interesting effective impressive 

50 if whether however what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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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者不符合「法明確性原則」的判斷標準？ 
非難以理解 預見可能性 審查可能性 抽象性概念 

2 下列有關警察法規之法律性質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警察救濟法中包括民法的損害賠償  
警察人員人事條例性質屬於警察作用法 
警察法具有行為法之功能，可為警察命令之授權依據 
社會秩序維護法並無程序法與救濟法的性質 

3 依警察法第 9 條規定，下列何者非屬於警察之職權？ 
 發布警察命令 違警處分 追訴犯罪 行政執行 

4 下列中央行政機關中，何者均屬同級？ 
警政署、入出國及移民署 警政署、新聞局 
警政署、海岸巡防署  警政署、環境保護署 

5 下列何者非直接隸屬於內政部警政署？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國家公園警察大隊 刑事警察局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6 集會遊行事件，依組織管轄原則，係由下列何機關負責？ 
 內政部警政署 縣市政府 警察分局或警察局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7 依警察人員人事條例規定，初任「警佐」警察官之年齡不得超過幾歲？ 
35 歲 40 歲 45 歲 50 歲 

8 依警察法之規定，下列警察官制、官規與服制、勤務制度之敘述，何者最正確？ 
 由中央立法，交由地方執行 由中央立法並執行，或交由直轄市或縣（市）執行 
由直轄市或縣（市）立法並執行，中央監督執行 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 

9 擬任警察官前，應就其個人品德、忠誠、素行經歷及身心狀況實施查核，此為下列何法令所規定？ 
 警察法 警察法施行細則 警察人員教育條例 警察人員人事條例 

10 依警察法規定，保安警察遇有必要派往地方執行職務時，應優先受下列何者之指揮、監督？ 
地方議會 警察局長 當地行政首長 檢察官 

11 警察人員如有特殊情形，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得先予調派警監職務，並於 1 年內補訓合格，不受應先經升官

等訓練，始取得警監任官資格之限制。但特殊情形之補訓，以警察人員人事條例中華民國 96 年 6 月 15 日

修正施行後幾年內為限？ 
 2 年內 3 年內 4 年內 5 年內 

12 初任各官等警察人員，未具與擬任職務職責程度相當或低一官階之經驗 6 個月以上者，依警察人員人事條例

之規定，應先予試用幾個月？ 
3 個月 4 個月 5 個月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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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止，依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之規定，應辦

理或得自行決定辦理之事項，下列何者錯誤？ 

請事假 休假 留職停薪 辭職 

14 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所稱行政資源，指行政上可支配運用之資源，不包含下列何項？ 

 公物、公款 場所、房舍 人力 人際關係 

15 下述何種犯罪類型非警察職權行使法中明文規定警察人員得定期實施訪查之治安顧慮人口？ 

妨害自由罪 妨害風化罪 妨害性自主罪 殺人罪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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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合理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合理懷疑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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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滯留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預備、著手實施重大犯罪或有人犯藏匿之處所者 

17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經詢問後及採取法定必要措施，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警察得將

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且其時間自攔停起，不得逾幾小時？ 

3 小時 6 小時 12 小時 24 小時 

18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2 條所稱之警察，最正確者為下列何者？ 

警察機關  警察人員  

司法人員  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總稱 

19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20 條之規定，警察對於依法留置之人得使用警銬之要件，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有犯罪嫌疑時  對警察人員有攻擊行為之虞時 

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 對警察依法留置表示異議時 

20 下述何者為警察人員違法行使職權之情形？ 

制服警察人員經表明身分後，但未出示證件時仍可執行逮捕 

針對指定之公共場所進行臨檢勤務時 

訪查治安顧慮人口遇抗拒時仍得強制進入其居住所 

對酒醉者得進行依法管束，視必要情形並得使用警銬 

21 違反社會秩序行為之處罰，以何時之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裁處時 行為時 裁判時 有利時 

22 除情況緊急時，得以口頭為之外，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警察作為，應以書面為之，其情形不包括下列何者？ 

解散命令 檢查命令 禁止或勸阻 行政命令 

23 為審理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普通庭，以法官幾人行之？ 

法官一人獨任行之 法官二人合議行之 法官三人合議行之 法官五人合議行之 

24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責任能力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因過失違反本法者不得處以拘留，並得減輕之 

心神喪失人、精神耗弱或瘖啞人均為本法規定之無責任能力人 

依法令之行為得為阻卻違法之事由 

特種工商業之受僱人違反本法得併罰其營業負責人 

25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行為逾多久時間，警察機關不得訊問、處罰，並不得移送法院？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5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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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意圖得利與人姦、宿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1 年內曾違反 3 次以上經裁處確定者，處以拘留，得併宣告送交教養機構予以 6 月以上 1 年以下收容、習藝 
得裁處 3 日以下之拘留 
得裁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下之罰鍰 
如係屬情節輕微，事實明確，為警察機關得逕行處分之範圍 

27 集會遊行法所稱遊行，係指於場所集體行進，下列何者錯誤？ 
市街  道路或巷弄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室內體育館 

28 集會、遊行所在地跨越二個以上警察分局之轄區者，其主管機關為下列何者？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警察局 
合議定之  二者同為主管機關 

29 集會遊行法係保障人民合法進行集會遊行之權利，惟若發生違法行為，則應予以制裁，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對未經許可的集會命令解散，屬於行政處分 
未善盡維持秩序之負責人得處以罰鍰 
集會遊行侮辱依法執行職務之公務員，依刑法妨礙公務罪逮捕移送 
參加集會遊行之人攜帶足以危害他人生命之物品，僅得予以扣留 

30 依集會遊行法規定，警察機關核准集會遊行活動時，得針對部分事項做必要之限制，但是不包括下列何者？ 
 關於參加集會遊行之資格與身分 關於維持交通秩序之事項 
關於公共衛生之事項  關於維持學校安寧之事項 

31 下列何處及其劃定公告之週邊地區，為集會遊行法第 6 條規定中「不得」申請舉行集會遊行之場地？ 
 立法院 司法院 監察院 直轄市政府 

32 長官不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禁止之行為。違反前述規定者，公務人員得檢具相關事證向

該長官之上級長官提出報告，並由上級長官依法處理；未依法處理者，以失職論，依據該法規定，公務人

員並得向何者檢舉？ 
政風處 法務部調查局 監察院 地檢署 

33 下列何種集會活動，不須依集會遊行法向警察機關申請許可？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前靜坐抗議 動物保護團體舉辦戶外開講 
飯店宴會廳內舉辦候選人政見辯論會 選舉期間舉行之群眾造勢活動 

34 依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一律須穿著制服 
警械之種類與規格由內政部定之 
憲兵執行軍法警察職務時，不得準用本條例規定使用警械 
如情況急迫時，得不限制使用警械傷及歹徒致命之部位 

35 下列何種情形警察人員使用槍械制止是不當的？ 
 嫌犯抗拒逮捕並企圖逃跑 取締鬥毆滋事時民眾企圖搶槍 
民眾酒醉駕駛拒受酒測  民眾拒絕停車受檢並衝撞員警 

36 依行政執行法之規定，法院為拘提之裁定後，應將拘票交由何者執行拘提？ 
義務人戶籍所在地之管區警察官 行政執行處指派之執行員 
法院法警  行政執行官 

37 拘提、管收之聲請，應向行政執行處所在地之何機關為之？ 
高等行政法院 高等行政法院簡易庭 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檢察署 

38 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行政執行，逾期不履行者，由下列何機關處理？ 
 原處分機關  該管行政機關  
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所屬行政執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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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行政執行例外時得於夜間、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為之，下列何者不符合行政執行法之規定？ 

情況急迫  事先徵得義務人同意者 

事後獲得義務人同意者  義務人有逃亡之虞者 

40 行政執行機關得於必要時，請求其他機關協助之，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須在管轄區域外執行者  無適當之執行人員者  

執行時有遭遇抗拒之虞者 其他機關執行較為方便者 

41 對於因天災、事變或交通上或公共安全上之危害情形而威脅人民生命、身體、財產安全時，警察得採取必要

即時強制之措施，但不含下列何者？ 

 使用 處分 處置 限制使用 

42 下列對人之強制行為之法律規定，何者得不受應於「24 小時」內解除強制行為之限制？ 

 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之強制收容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留置 

違反行政執行法之管束規定 違反警察職權行使法之管束 

43 行政執行法對進入住宅、建物或其他處所之即時強制規定，下列何者並非屬於面臨迫切危害，非進入不能救

護者之類型？ 

生命 財產 身體 名譽 

44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被處罰人不服警察機關之處分者，得以書狀敘明理由，經原處分之警察機關向該管

簡易庭提出何種救濟？ 

 聲明異議 行政訴訟 訴願 再審 

45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警察行使職權已達成其目的、或依當時情形，認為目的無法達成時，應依何人之申

請終止執行？ 

現場之警察人員 現場帶班主管 善意之第三人 利害關係人 

46 申請集會遊行遭撤銷或變更，依集會遊行法之規定，負責人應如何救濟？ 

 逕向法院提起行政訴訟  逕向上級機關申復 

經原主管機關向上級警察機關申復 向原主管機關聲明異議 

47 下列何種情形得依法提起「訴願」程序？ 

 警察機關不服地方法院簡易庭關於違序案件之裁定 

主管機關不予核准集會遊行活動之申請，經申復仍不服裁定者 

公務員對服務機關對其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不當者 

民眾對警察人員實施臨檢盤查認為無理由者 

48 有關集會遊行法「申復」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依規定提出申復者，原通知書應予廢止並重開審查 

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日起 2 日內以書面為之 

附具理由書於原主管機關向其上級警察機關申復 

原主管機關認為申復有理由者，應即撤銷或變更原通知 

49 警察於執行交通指揮任務時，所作成之命令或處分，因一時疏忽而違法造成駕駛人之損害時，人民得依法提

起何種救濟？ 

民事訴訟 行政救濟 刑事訴訟 調解 

50 人民因執行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失時，得請求補償。對於執行機關所

為損失補償之決定不服者，得依法為下列何項權利救濟？ 

 民事訴訟 協議 訴願及行政訴訟 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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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察法」的法源是： 
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例  內政部組織法 
行政院組織法  憲法 

2 張三有新生兒出生。根據衛生法令必須施打疫苗，但張三不忍小兒受苦堅拒施打疫苗，依行政執行法規定所

處之怠金為： 
3 千元以上 5 千元以上 8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上 

3 警察人員根據警械使用條例使用警械，致第三人受傷時，其醫療費或慰撫金由下列何者負擔？ 
各該級政府  使用警械人員所屬警察分局 
使用警械人員所屬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 

4 對法院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所做之裁定不服者，其救濟措施為提出： 
訴願 申訴 抗告 再審 

5 集會遊行負責人，不服主管機關不予許可之通知，此時依法得提出的救濟方式為： 
訴願 行政訴訟 申復 聲明異議 

6 從學理而言，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29 條所規定之表示異議，係： 
取代訴願程序  取代行政訴訟程序 
國家賠償之特例  訴願先行程序 

7 根據行政執行法，義務人對執行命令與方法有疑義，此時對執行機關得提出的法定救濟方式為： 
訴願 行政訴訟 聲明異議 國家賠償 

8 關於警械使用，下列何者不是警械使用條例明文規定的事項？ 
應基於急迫需要，合理使用 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人 
使用前，應鳴槍示警  使用原因已消滅，應立即停止使用 

9 對於行政執行法間接強制規定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包括代履行  
包括怠金  
依法令負有行為義務而不為，其行為能由他人代為履行者，執行機關得委託第三人代履行  
包括罰鍰 

10 關於行政執行法之管收，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管收期限，自管收之日起算，不得逾 3 個月 
義務人所負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得因管收而免除 
顯有逃匿之虞為聲請管收原因之一 
義務人不服法院管收之裁定者，得於 10 日內提起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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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院對行政執行分署拘提義務人之聲請，應於： 
5 日內裁定 3 日內裁定 24 小時內裁定 7 日內裁定 

12 公法上負有金錢給付義務之人，經合法通知不到場者，行政執行分署依行政執行法之規定得： 
逕行拘提 逕行管收 禁止奢侈行為 命其提供擔保、限制住居 

13 依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下列何者不是使用警刀或槍械之時機？ 
騷動行為足以擾亂社會治安時 警察人員所防衛之土地遭受脅迫時 
依法應拘禁之人脫逃時  警察人員之名譽受脅迫時 

14 依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下列何種狀況，警察人員使用警械後，不必將經過情形報告其長官？ 
使用警棍制止 使用警刀制止 使用警棍指揮 使用警銬制止 

15 一般性質之室外集會遊行之許可與否，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請書幾日內以書面通知負責人？ 
3 日內 4 日內 5 日內 6 日內 

16 下列何者與其週邊不是法律禁止集會遊行之地區？ 
總統府 監察院 國際機場 各級法院 

17 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下列何者不是警察得進入人民住宅或建築物之法定事由？ 
人民生命遇有迫切危害  人民名譽遇有迫切危害 
人民身體遇有迫切危害  人民財產遇有迫切危害 

18 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下列何者，不屬得減輕處罰之法定事由？ 
出於過失違反本法者  教唆他人違反本法者 
幫助他人違反本法者  年滿 70 歲者 

19 集會遊行法所稱之主管機關為： 
集會遊行所在地之警察分局 集會遊行所在地之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  各縣市政府 

20 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下列何者不屬於治安顧慮人口所定之查訪對象？ 
偽造有價證券 妨害自由 詐欺 妨害性自主 

21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下列何者警察機關得對之進行觀察與動態掌握？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 6 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 1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 3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 5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22 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依警察職權行使法得以科技工具對人民無隱私合理期待行為，進行觀察之法定原因？ 
有事實足認其有參與連續性犯罪之虞 有事實足認其有參與習慣性犯罪之虞 
有事實足認其有參與職業性犯罪之虞 有事實足認其有參與集團性犯罪之虞 

23 關於警察職權行使，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職權行使法所稱之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為地區警察分局長以上之長官 
警察行使職權，不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程度 
警察行使職權，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並告知事由 
警察機關對其他機關請求傳遞個人資料，應完全予以拒絕 

24 根據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第 1 條規定，下列何者不屬其立法目的？ 
禁止公務人員參與政治活動 確保公務人員依法行政 
確保公務人員執法公正  確保公務人員政治中立 

25 下列何者不適用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中關於行政中立的規定？ 
市立國中校長 公立大學系主任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縣立國小導護媽媽 

26 下列警察職權中，何者性質屬於行政立法作用？ 
發布警察命令 使用警械 違警處分 協助偵查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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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關於社會秩序維護法性質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本法屬於預防犯罪之保安法規 本法採處罰法定主義 
本法採從新從輕原則  本法採屬地主義 

28 警察機關對情節輕微且事實明確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逕行處罰，以處新臺幣多少元以下者為限？ 
6 千元 5 千元 3 千元 1 千 5 百元 

29 一般性質之室外集會遊行，應由負責人填具申請書，最晚應於幾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3 日前 6 日前 10 日前 15 日前 

30 關於集會遊行法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立法目的在保障人民集會、遊行之自由 寺廟屬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軍隊集體行進不屬於本法所稱之「集體行進」 海上聚眾活動亦有本法之適用 

31 行政執行法所稱之直接強制方法，不包括下列何者在內？ 
拆除住宅 註銷證照 執行搜索 解除占有 

32 下列何者並非屬於「即時強制」之法定目的？ 
達成行政目的 避免急迫危險 阻止犯罪發生 阻止危害發生 

33 下列有關行政執行法總則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執行人員於執行時，應對義務人出示足以證明身分之文件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依組織恆定原則，其組織得以規程定之 
行政執行，除公法上金錢給付之執行外，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行政機關執行 
行政執行，含即時強制、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行為或不行為義務之強制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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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不包括下列何者原因？ 
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 
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財產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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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理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 

35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2 條所列舉之警察法定職權，不包括下列何者？ 
鑑識身分 進入住宅 蒐集資料 命令解散 

36 有關對直接強制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情況急迫，如不及時執行，顯難達成執行目的，得為執行 
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來水，屬之 
警察採取扣留危險物作為，屬之 
經間接強制不能達成執行目的，得為執行 

37 警察對應經過申請許可之集會，未經許可而擅自舉行之人，依集會遊行法規定得實施之作為，不包括下列何

者？ 
得予裁罰 得予制止 命令解散 得予警告 

38 對於集會遊行法相關規範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主管機關，係指集會所在地之警察分局 集會遊行不得主張共產主義，違者不予許可 
遊行，包括於巷弄之集體行進 集會，包括於室外公共場所舉行會議之活動 

39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依法得予變賣扣留之物的原因？ 
照料所費過鉅  扣留期間逾 6 個月，無法返還所有人 
持有有其困難  有價值重大減損之虞 

40 對曾犯特定之罪者，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得予以列為治安顧慮人口為查訪；下列何者不屬該特定之罪範

圍？ 
恐嚇取財 詐欺 重傷害 妨害自由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6%B3%95%E5%8B%99%E9%83%A8%E8%A1%8C%E6%94%BF%E5%9F%B7%E8%A1%8C%E7%BD%B2%E7%B5%84%E7%B9%94%E6%A2%9D%E4%BE%8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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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有關警察人員參與政治活動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不得介入黨政派系有關紛爭 得加入政黨但不得兼任政黨相關職務 

不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職務 得兼任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 

42 對於司法院釋字第 689 號對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解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 2 款規定，與法律明確性之原則不符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 2 款規定，在保護個人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 2 款規定，旨在保護個人資料自主權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 2 款規定，旨在保護個人之行動自由 

43 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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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其規定於分則妨害安寧秩序之處罰章 有危害安全之虞，屬不確定法律概念 

法定罰處新臺幣 1 萬 2 千元以下罰鍰 其規定於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74 條 

44 某日警察巡邏查獲某甲無正當理由，攜帶用於開啟門、窗之工具；警察人員對此案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應

如何處理？ 

由警察機關逕予裁罰  移送檢察機關予偵查起訴 

移送地方法院簡易庭裁罰 移送高等行政法院裁罰 

45 對於社會秩序維護法救濟規定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抗告期間為 5 日，自送達裁定之日起算 

簡易庭認為聲明異議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原處分之警察機關認為聲明異議有理由者，應撤銷或變更其處分 

聲明異議，應以書狀敘明理由，經原處分之警察機關向該管簡易庭為之 

46 對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種類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沒入，屬處罰類別之一種 申誡，以書面或言詞為之 

罰鍰，原則為新臺幣 3 百元以上，3 萬元以下 拘留，例外遇有依法加重時，合計不得逾 6 日 

47 對於行政執行法之即時強制而致損失得請求補償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2 年內向執行機關請求 

對損失補償之決定不服，得依法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 

因執行致人民自由、財產、名譽遭受損失得請求損失補償 

如不知有損失發生；已經過 5 年者，不得請求損失補償 

48 某乙不服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所屬某分局所為之行政處分，其應向下列何者，提起訴願？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新北市政府 內政部 警政署 

49 對有關警察法制之立法與執行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警察官規，包括警用器材之相關配備 

警察官制，包括警察機關之編制標準 

警察勤務制度，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行 

警察官制、官規，由中央立法並執行，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行 

50 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相關規定經司法院釋字第 666 號作出解釋；下列之敘述，何者不屬其解釋意旨？ 

性交易行為如何管制及應否處罰，並非立法裁量之範圍 

行政罰形成差別待遇，須與立法目的間具有實質關聯，始與平等原則無違 

實質平等，即要求本質上相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理 

憲法第 7 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機械之形式上平等 

http://www.6law.idv.tw/6law/law/���|���Ǻ��@�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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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察為偵辦詐騙集團，利用第三人秘密蒐集犯罪資料，下列何者不得為之？ 
發給工作費用，以爭取合作 定期或不定期聯繫，探詢工作情形 
必要時可同意參與詐騙，避免身分曝光 給予必要的訓練，提升蒐集資料的技巧 

2 下列何項犯罪經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者，尚非治安顧慮人口？ 
搶奪罪  酒醉駕車之公共危險罪 
恐嚇取財罪  毒品危害防治條例 

3 民眾對於警察行使職權之方法、程序，認為有損害其權益而提異議時，下列警察或民眾之處置作為何者

不當？ 
暫時停止執行 
異議如有理由，停止或更正執行 
製作異議紀錄表，經長官核定後郵寄送達當事人 
民眾如權益受損，得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 

4 下列情形，何者不得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宣告沒入？ 
與人鬥毆所持有之瓦斯噴霧器 不聽勸阻，擅自於他人土地釣魚所得之漁獲 
於非公共場所之職業賭場參與賭博之賭金 坐檯陪侍所得之小費 

5 舉辦下列活動，何者應先依集會遊行法申請許可？ 
大甲媽祖遶境活動 
富邦馬拉松活動 
反核團體在中正紀念堂廣場搭帳篷訴求停建核四 
偶像歌手在西門町辦理簽唱會 

6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調查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現行違反本法之行為人，警察人員得即時制止其行為，並得逕行通知到場；其不服通知者，得強制其

到場 
警察機關為調查違反本法行為之事實，應電話通知嫌疑人到場，並得通知證人或關係人 
警察機關因警察人員發現、民眾舉報、行為人自首或其他情形知有違反本法行為之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 
嫌疑人於審問中或調查中得委任代理人到場。但法院或警察機關認為必要時，仍得命本人到場 

7 警察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查證某甲身分，某甲於受檢時拒不配合查證，警察遂將某甲帶回派出所查證，某

甲刻意將查證時間拖延將近三小時，始陳述不實之身分資料，警察經查身分不符，但其時間已屆 3 小時，

警察應如何處置最為適當？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應任其離去 
依刑法妨害公務逮捕移送法辦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逕行調查，並依第 67 條妨害安寧秩序裁罰 
依行政執行法實施管束 

8 有關警械之許可定製、售賣或持有之警械種類規格、許可條件、許可之申請、審查、註銷、撤銷或廢止及其

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下列何機關定之？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 經濟部商品檢驗局 行政院 

9 某養生會館違法經營色情營業，經市府主管機關多次查獲，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市府遂執行斷水

斷電之行政作為，係屬： 
直接強制 間接強制 即時強制 代履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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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列行為，何者違反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之規定？ 
公務人員之配偶或一親等直系血親為公職候選人時，以眷屬身分站台未助講 
公營事業機構之純勞工利用公司所有印刷設備為公職選舉特定候選人印製宣傳海報 
公務員於出差返程時，參加公職選舉候選人競選遊行拜票活動 
公務人員之配偶擔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總幹事 

11 有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行為專處罰鍰或申誡之案件，警察機關於訊問後作成處分書，行為人如有不服，相

關救濟規定何者錯誤？ 
得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 5 日內，以書狀敘明理由，經原處分之警察機關，向該管簡易庭聲明異議 
簡易庭認為聲明異議不合法定程式或聲明異議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不合法定程式可補正

者，應定期先命補正 
簡易庭認為聲明異議無理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認為有理由者，以裁定將原處分撤銷或變更之 
不服簡易庭關於聲明異議所為之裁定，得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 5 日內，以書狀敘明理由，經裁定之簡易

庭，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 
12 內政部警政署依警察法執行全國警察行政事務並掌理全國性警察業務，下列何者非內政部警政署所掌理之警

察業務？ 
關於拱衛中樞及協助地方治安之保安警察業務 
關於保護外僑及處理涉外案件之外事警察業務 
關於各級法院及檢察署之法警業務 
關於防護國營鐵路、航空、工礦、森林、漁鹽等事業設施之各種專業警察業務 

13 依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勤務執行前應舉行勤前教育，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簡易勤前教育：以分駐所、派出所為實施單位 基層勤前教育：以警察分局為實施單位 
聯合勤前教育：以警察局為實施單位 專案勤前教育：於執行臨時特定勤務前實施 

14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之執行由何者為之？ 
法院簡易庭  法院簡易庭或警察機關 
警察機關  地方法院檢察署 

15 有關集會遊行時，負責人與糾察員之責任，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集會、遊行時，糾察員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由糾察員與行為人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負責人得指定糾察員協助維持秩序 
其集會處所、遊行路線於使用後遺有廢棄物或污染者，並應負責清理 
負責人應於集會遊行時親自在場主持，維持秩序 

16 有關警察人員之撫卹，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在執行勤務中殉職者，其撫卹金基數內涵依其所任職務最高等階年功俸最高俸級計算，並比照戰地殉職人

員加發撫卹金 
在執行勤務中殉職者之慰問金，不得低於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發給慰問金之二倍 
警察人員在執行勤務中殉職者，其子女應給與教養至成年。如已成年仍在學者，繼續教養至研究所畢業

為止 
領有勳章、獎章者，得加發撫卹金 

17 依警察勤務條例，由服勤員警在一定位置瞭望，擔任警戒、警衛、管制，並受理報告、解釋疑難、整理交通

秩序，為下列何項勤務？ 
守望 值班 臨檢 備勤 

18 警察勤務條例有關警察勤務機構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為勤務執行機構，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行及督導 
警察分局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行機構，負責規劃、指揮、管制、督導及考核轄區各勤務執行機

構之勤務實施，並執行重點性勤務 
警察局為勤務規劃監督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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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警察責任區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由員警一人負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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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或財產損失者，應由各該級政府支付相關

費用，下列何者錯誤？ 
核實支付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之醫療費 造成受傷、身心障礙或死亡之慰撫金 
失能或減少勞動能力之損害賠償費 財物損失補償金或死亡之喪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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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下列何者，非警察勤務督導之目的？ 

激勵服勤人員工作士氣  偵查與防制犯罪 
指導工作方法  考核勤務績效 

21 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促進人民福利，此四者何者為輔助任務？ 
維持公共秩序 防止一切危害 促進人民福利 保護社會安全 

22 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 666 號解釋所示平等原則之意旨，乃於 100 年修正社會秩序維護法原只罰娼不罰嫖之規

定，修正後，除符合修正條文第 91 條之 1 規定者外，對於娼嫖之處罰規定為何？ 
娼嫖俱罰 娼嫖俱不罰 罰娼不罰嫖 罰嫖不罰娼 

23 對執行職務違反警械使用條例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之警察人員，政府有求償權，對此求償

權，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政府應行使求償權，否則圖利員警 不論故意或過失均得求償 
限出於故意時，始得求償 員警構成刑責始得求償 

24 甲警員為替其好友討債壯聲勢，竟於勤餘擅將配槍攜出，於談判餐廳遭警臨檢查獲，甲所為應如何處理？ 
依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移送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 
依警械使用條例處罰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處理 

25 依警械使用條例，下列何者情形不應使用警刀或槍械？ 
協助偵查犯罪，或搜索、扣押、拘提、羈押及逮捕等須以強制力執行時 
依法令執行職務，遭受脅迫時 
戒備意外 
騷動行為足以擾亂社會治安時 

26 人民因執行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失時，得請求補償。有關補償請求權

之行使，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損失補償，應以金錢為之，並以補償實際所受之特別損失為限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2 年內向執行機關請求之 
自損失發生後，經過 5 年者，不得請求 
對於執行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不服者，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 

27 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後，應自何時起至投票日止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 
自候選人辦理登記之日起 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 
自競選活動開始之日起  投票日前一週 

28 下列有關警察職權行使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職權行使法係依「警察法」規定制定的 
本法於其他司法警察人員執行職務時，準用之 
本法所稱警察，係指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總稱 
本法所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限指地區警察分局長，不含相當職務以上長官 

29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惟其時間不得逾 3 小時，此時間

自何時起算？ 
自攔停時起算 
自到達勤務處所時起算 
依第 7 條第 2 款、第 3 款之方法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起算 
自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律師到達時起算 

30 經許可之集會遊行，現場有違反許可限制事項時，主管機關之作為不包含下列何項？ 
命令解散 撤銷許可 制止 警告 

31 長官違法要求公務人員從事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所禁止之行為，公務人員經向該長官之上級長官提出報告，

惟未獲依法處理；未依法處理者，以失職論，該公務人員並得向何機關檢舉？ 
考試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監察院 各地方法院檢察署 

32 下列何者，係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所未禁止者？ 
公務人員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公務人員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 
公務人員介入黨政派系紛爭 公務人員公餘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33 有關警察人員之陞遷，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人員之陞遷，依資績並重、內陞與外補兼顧原則辦理 
警察人員具有特殊功績者，應予陞職。並由內政部召開會議公開審議之 
警察人員之陞遷，不適用公務人員陞遷法之規定 
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由內政部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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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下列何者不屬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5 條規定得定期實施查訪之對象？ 
經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之竊盜犯 經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之詐欺犯 
經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之妨害自由犯 輔導期滿之流氓 

35 依警察人員人事條例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官、職分立，官受保障，職得調任，非依法不得免官或免職 
警察官等為警監、警正、警佐。各分一、二、三、四階，均以第一階為最高階 
擬任警察官前，其擬任機關、學校應就其個人品德、忠誠、素行經歷及身心健康狀況實施查核 
警察人員由內政部管理，或交由直轄市政府管理 

36 不服警察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者，得依法聲明異議，下列有關聲明異議之方式，何者錯誤？ 
應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5 日內為之 應以書狀敘明理由 
應向原處分警察機關之上級機關為之 應經原處分之警察機關向該管簡易庭為之 

37 警監職務之遴任，屬下列何機關之權限？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 銓敘部 總統府 

38 行政執行法有關義務人滯欠達一定金額，其財產不足清償其所負義務，且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度者，行政

執行署或分署得依職權或利害關係人之申請對其核發之禁止命令（禁奢條款），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禁止購買一定金額以上之商品或服務 禁止贈與或借貸他人一定金額以上之財物 
禁止為特定之投資  禁止居住一定價值以上之住宅 

39 依行政執行法規定，對於人之管束時間，最長不得逾幾小時？ 
不得逾 8 小時 不得逾 12 小時 不得逾 24 小時 不得逾 48 小時 

40 下列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違反本法行為，不問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 
違反本法行為出於過失者，不得罰以拘留，並得減輕之 
經營特種工商業者之代表、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關於業務上違反本法之行為，得併罰其營業負責人 
為維護公共秩序，確保社會安寧，防止一切危害，增進人民福利特制定本法 

41 對於非法或違反集會遊行法者，警察機關處理之程序？ 
逕行命令解散  逕行強制驅散 
警告、制止、命令解散  勸導、制止、警告、命令解散。 

42 下列何者不得依警械使用條例使用警械？ 
警察 憲兵 調查局人員 保全員 

43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規定，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得經由何者書面同意後，進行觀察及動態掌握等

資料蒐集活動？ 
警政署長 警察局長 警察分局長 檢察官 

44 警察行使下列職權，何者應由機關主管長官同意，始能為之？ 
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相關資料 
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予以攔停 
對滯留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預備、著手實施重大犯罪或有人犯藏匿之處所者，查證其身分 
因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有迫切之危害，非進入不能救護時，進入住宅、建築物或其他處所 

45 行政執行之禁止命令（俗稱禁奢令），係由何機關發出？ 
地方法院 行政法院 法務部 行政執行署或分署 

46 下列何者非警察人員之俸給？ 
超勤加班費 本俸 專業加給 年功俸 

47 警察對下列何項情形，不得為管束？ 
酒醉意識不清，倒臥路旁 竊盜被逮捕，羞愧意圖自殺 
與鄰居發生糾紛，企圖引火燒屋 行車糾紛，雙方在路旁互相叫囂 

48 有關使用警械之主體，下列何者錯誤？ 
機關學校團體之駐衛警察，並非正式警察人員，不得使用警械 
保全人員僅得使用警棍或電器警棍 
警察機關內之一般行政人員不得使用警械 
執行軍、司法警察職務之憲兵執行職務時，得使用警械 

49 下列之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何者得減輕處罰？ 
未滿 14 歲之兒童 心神喪失之人 瘖啞人 肢體障礙之人 

50 下列何者，非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處罰種類？ 
罰金 申誡 沒入 拘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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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申論題部分：（5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實施身分查證（盤查）之要件、得採取之措施、界限及應

踐行之程序為何？被盤查人若當場表示不服警察之盤查，警察應如何處理？試論述之。

（25分） 

二、有關警察之概念，有「學理上之警察概念（與行政作用法上之警察概念、實質的警察概

念、廣義的警察概念相當）」及「制定法上之警察概念（與行政組織法上之警察概念、

形式的警察概念、狹義的警察概念相當）」兩種觀察角度，兩者之意涵及區別為何？戰

後各先進國家有「脫警察化現象」及「警察權之分散趨勢」，所謂「警察權之分散趨

勢」所指「警察」係為何種意義之警察概念？試論述之。（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4601 

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行政院依警械使用條例授權函定之「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所列之「應勤器械」，下列何者非屬之？ 
警銬 電氣警棍 警繩 防暴網 

2 對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數警察機關均有管轄權時，應由何警察機關管轄？ 
由上級警察機關管轄  由受理在先之警察機關管轄 
由共同直接上級警察機關管轄 由共同直接上級警察機關指定管轄 

3 對於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媒合性交易而拉客之人，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如何處罰？ 
如係在該法第 91 條之 1 規定之通稱「性交易專區」內者，不罰 
處 3 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6 萬元以下罰鍰 
如違反之情節重大者，得加重拘留至 5 日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下罰鍰 

4 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公職候選人，從事法定禁止之活動或行為，下列有關
法定禁止之活動或行為之敘述，何者錯誤？ 
動用行政資源為其辦理宣傳活動 為其領導連署活動 
公開為其站台拜票  其他經中央選舉委員會以命令禁止之行為 

5 警察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致殘廢，有關照護、撫卹與慰問之敘述，何者正確？ 
致半殘廢者，無終身照護規定之適用 
致全殘廢者，準用公務人員撫卹法發給撫卹金 
致半殘廢者之慰問金發給，不得低於公務員因公傷殘死亡時發給之 2 倍 
致半殘廢者，原則上應教養其子女至成年 

6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警察依同條第 1 項規定行使職權或採取措施，以其他機關就該危害無法或不能
即時制止或排除者為限，此一規定學理上稱之為： 
警察公共性原則 警察補充性原則 警察責任原則 警察被動性原則 

7 警察查訪治安顧慮人口，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及其授權訂定之查訪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旨在維護社會治安防止再犯 原則上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個月查訪 1 次 
應隱匿身分實施查訪  查訪對象行方不明者應依法通報協尋 

8 警察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對於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得查證其身分。其中所
謂之「指定」，下列何者具有指定權限？ 
警察分局長  警察分局業務組長 
警察派出所長  執行之基層員警中職位最高者 

9 集會遊行之負責人申請集會遊行，經主管機關不予許可，其有不服者，應如何提起救濟？ 
提起復審 提起申復 提起復查 聲明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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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法規概要（包括警察法、行政執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械使
用條例、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全一張 

（背面） 

10 依集會遊行法規定，舉行集會遊行時得指定糾察員協助維持秩序，其指定權人為： 
警察分局長  集會遊行對象之行政機關首長 
集會遊行負責人  禁制區內行政機關首長 

11 公司行號僱用保全人員，依法得經許可購置警棍。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第 7 條規定之許可機關為： 
行政院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  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 

12 依警械使用條例第 5 條規定，警察人員依法令執行取締、盤查等勤務時，如有必要得採行之干預措施，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命停止舉動 命高舉雙手 檢查是否持有兇器 依管束規定令供述 

13 因違反勤務紀律而分別遭服務機關記大過一次的甲與記過一次的乙，如有不服，應如何救濟？ 
均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提起復審 
均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提起申訴、再申訴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甲與乙得分別提起復審與申訴、再申訴 
甲如對復審決定不服，得續行行政訴訟；乙於再申訴決定後不得再為爭執 

14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直轄市、縣（市）地方自治團體得因地制宜，規劃得從事性交易之區域及其管理，其規劃
應以制定法規範方式為之，此法規範係指：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自律規則 委辦規則 

15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處分書作成時，受處分人在場者，其處分書之宣告，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授權訂定之處
理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朗讀主文  應告以處分之簡要理由 
應告以不服處分之救濟程序 應告以得請求即時執行 

16 警察通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人到場接受訊問，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訊問時應先告以通知之事由 行為人應親自到場接受訊問，不得委任代理人到場 
訊問時應給予申辯之機會  訊問應採問答方式並當場製作筆錄 

17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罰鍰分期完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被處罰人向執行之警察機關申請 以 15 日為 1 期 
得分 2 至 6 期繳納  分期完納期限為 6 個月 

18 行政執行法規定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其中怠金之適用，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不適用於能由他人代為履行之行為義務 得依法連續課處 
怠金最高可處新臺幣 30 萬元 怠金逾期未繳納者由原處分機關強制執行之 

19 警察法第 9 條第 1 款規定，警察有依法發布警察命令之職權，依司法院釋字第 570 號解釋，此一規定之法律性質為： 
組織法 行為法 作用法 組織法兼行為法 

20 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長官要求公務人員從事該法禁止之行為者，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有服從義務 
公務人員得檢具相關事證向該長官之上級長官提出報告 
該長官之上級長官受理報告未依法處理者，以失職論 
該長官之上級長官受理報告未依法處理者，公務人員得向監察院檢舉 

21 下列警察組織，何者非屬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所列之四級機關？ 
刑事警察局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警政署行政組 花蓮港務警察總隊 

22 下列警察職權行為，何者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 
依刑事訴訟法實施犯罪偵查之行為 依警察勤務條例所為巡邏之行為 
依警察法第 9 條發布之警察命令 對違法集會遊行所為之解散命令 

23 下列有關「警察」概念之敘述，何者正確？ 
依司法院釋字第 588 號解釋，執行拘提、管收之行政執行官暨執行員，係屬「形式」意義的警察 
依行政罰法第 34 條規定，為確認身分而得會同警察人員強制隨同到指定處所之警察，係指「組織法」上的警察 
凡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依法律規定得對人民行使干預、取締之行政機關活動者，皆屬「狹義」的警察 
警察職權行使法上所稱之警察，係指「作用法」上的警察 

24 下列有關確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之敘述，何者正確？ 
自登記為公職候選人之日起至投票日止，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 
執行隨扈任務之警察不得於任務執行中順便幫特定公職候選人拜票 
得加入政黨，但不得加入其他政治團體 
不得鼓勵其子女加入特定之政黨 

25 下列有關警察職權行使之敘述，何者正確？ 
執行交通違規稽查取締時，無適用警察職權行使法之餘地 
巡邏時擦撞機車騎士致其受傷時，應即送醫救護 
扣留物之價值貴重時，得予變賣 
因扣留物之性質認難以變賣時，得不經公開方式逕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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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40 
全一張
（正面）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 警察法規概要（包括警察法、行政執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械

使用條例、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行政院依據警械使用條例而訂頒之「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其法律性

質為何？未經許可定製、售賣或持有該表所列之警械，法律責任為何？試分別論述

之。（25 分） 

二、甲 18 歲，將其健保卡借予 17 歲同學乙，供網咖店員檢查後，二人進入店內消費遊

玩，經警察局少年隊臨檢時當場查獲。請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相關規定分析應如何

處罰甲、乙二人？（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6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擬任警察機關、學校警察官人員之查核事項，由下列何者統一規劃其查核作業？ 
行政院 內政部 法務部 內政部警政署 

2 下列關於初任警察職務之試用與實習之敘述，何者錯誤？ 
試用期滿成績及格，予以實授 
初任各官等警察人員，未具與擬任職務職責程度相當或低一官階之經驗 6 個月以上者，應先予試用 3 個月 
警察專科學校及警察學校學生經實習期滿畢業，考試及格分發任職者，免予試用 
試用期滿成績不及格，予以解職 

3 警械使用條例之法律性質為： 
警察組織法 警察作用法 警察任務法 警察人事法 

4 依法令規定警察機關必要時得協調駐在單位，指定駐衛警察在其鄰近地區，協助維護治安、整理交通。有關其執

行勤務守則，由下列何者訂定？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 當地警察局 當地警察分局 

5 下列關於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應遵守規範之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原因已消滅者，應立即停止使用 
警察人員應依法合理使用槍械，得逾越必要程度 

6 關於行政執行之義務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等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提出何種救濟主張？ 
聲明異議 要求申復 立即抗告 申請復查 

7 行政執行分署不服法院關於拘提、管收之裁定者，得提起抗告；有關其抗告之程序，準用下列何法律之規定？ 
刑事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 行政程序法 民事訴訟法 

8 警察行使職權，不得以引誘、教唆人民犯罪或其他違法之手段為之。此為何種原則之遵守？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誠信原則 平等原則 

9 警察依規定，於查證人民身分之際，得採取之必要措施，不包括下列何者？ 
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搜索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籍 攔停人、車、船及其他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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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40 
全一張
（背面）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 警察法規概要（包括警察法、行政執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械

使用條例、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10 警察實施查訪治安顧慮人口之相關項目，不包括下列何者？ 

查訪對象之金錢運用情形  查訪對象之生活情形 
查訪對象之交往情形  查訪對象之工作情形 

11 警察因人民之生命有迫切之危害，非進入不能救護時，得進入住宅。本項職權之法律性質為： 
行政命令 行政契約 直接強制 即時強制 

12 集會遊行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 
集會、遊行所在地之派出所 集會、遊行所在地之警察分局 
集會、遊行所在地之法院  集會、遊行所在地之檢察署 

13 下列關於社會秩序維護法訊問、處罰及執行時效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停止營業、罰鍰之執行，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 3 個月未執行，免予執行 
對拘留之執行，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 6 個月未執行，免予執行 
違反行為有繼續狀態者，裁處期間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 
違反本法行為，逾 1 個月，警察機關不得訊問 

14 某甲有藉端滋擾住戶之行為，警察機關調查後，應如何處理？ 
移送由警察分局裁處 移送法院簡易庭裁定 移送法院檢察署起訴 移送由環保局裁罰 

15 下列何者並非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立法目的？ 
確保公務人員執行公正  適度規範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 
確保社會安全與秩序  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政 

16 內政部警政署之次級機關中，何者係整併臺灣保安警察總隊、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及環保警察隊等而成立的機關？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 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保安警察第七總隊 

17 警員甲於執行路旁盤查勤務時，發現民眾乙疑似酒醉駕駛，甲要求酒測但遭拒絕，乃掏出警槍欲強制乙受測，但

因誤觸扳機擊發導致乙因而受重傷。試問下列敘述何者符合警械使用條例規定之意旨？ 
甲使用警械之時機符合警械使用條例規定要件 甲使用警械之行為，為正當防衛之行為 
甲應將使用警械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長官 甲應直接對乙支付醫療費或補償金 

18 依警察教育條例之分類，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之教育係屬： 
養成教育 進修教育 深造教育 預備教育 

19 下列何者不屬警察職權行使法所明列職權類型之一？ 
查證身分 鑑識身分 蒐集資料 為民服務 

20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列何者屬得減輕處罰之人？ 
未滿 14 歲人  教唆他人為違序行為之人 
滿 70 歲人  為避免緊急危難出於不得已行為之人 

21 關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之執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處罰之執行，由警察機關為之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處罰，於裁處確定後執行 
裁定拘留確定，經通知執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逕予易處罰鍰 
拘留，應在拘留所內執行之 

22 下列何者為行政執行法所稱之間接強制方法？ 
怠金 
收繳、註銷證照 
扣留、收取交付、解除占有、處置、使用或限制使用動產、不動產 
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 

23 行政執行法所稱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不包括下列何者？ 
罰鍰 代履行費用 罰金 怠金 

24 公職候選人的配偶擔任公務人員，其所為的下列何種行為是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所不允許？ 
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  公開為公職候選人助講 
公開為公職候選人遊行拜票 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廣告 

25 「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72 條得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下罰鍰。本條所稱深夜，係指： 
午後 11 時至翌日午前 8 時  凌晨零時至 5 時 
日沒後至日出前  凌晨零時至 8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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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察人員於管轄區外執行何種任務不需通報請求當地警察機關會同辦理？ 
 搜索  拘提 
蒐集犯罪情報而未攜帶槍械者 進行探訪活動而攜帶槍械者 

2 製毒者承租偏僻山區香蕉園農舍製造毒品，鄰近農民向管區警察反應該農舍經常發出惡臭，並有黑色的液體

流入水溝，請問該毒犯最可能製造何種毒品？ 
 海洛因 FM2 甲基安非他命 古柯鹼 

3 關於警察機關情報諮詢之作法，何者與規定不符？ 
 最好吸收有犯罪前科或犯罪邊緣人當諮詢對象 針對特殊治安工作，可進行專案諮詢布置 
偵辦重大案件需要時，可進行專案諮詢布置 醫院為重點諮詢地點 

4 偵查人員單人徒步跟蹤犯罪嫌疑人，正常情形宜在對象正後面或對街稍後，彈性位在可看見對象的範圍內，

以下關於跟蹤距離的調整，何者不宜？ 
 如對象走入更廣闊的道路時，跟蹤距離宜拉遠 
如對象走入人群更擁擠的道路時，跟蹤距離宜再靠近 
如對象走入比原道路更單純狹窄的巷弄，跟蹤距離宜拉遠 
如對象即將走到街道轉角或十字路口時，跟蹤距離應迅速拉近 

5 有關司法警察機關以寄存送達方式送達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接受詢問之作法，何者錯誤？ 
可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派出所 
將文書寄存後，應製作送達通知書乙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所居所門首 
將文書寄存後，應製作送達通知書乙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 
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 7 日始生效力 

6 詢問證人之語句，何者比較開放，誘導成分最低？ 
兇手當時穿何種顏色的衣服 兇手究竟是 3 人、4 人還是 5 人 
是否有位留長髮的女性參與犯罪 性侵害這位少女的人，應該是他的監護人，是吧！ 

7 司法警察人員詢問犯罪嫌疑人的用語或技巧，以下何者比較屬於正當之方法？ 
 只要你自白認罪，保證可以緩刑 
以偽造的鑑定報告，促使犯罪嫌疑人自白 
如果你還拒不承認，我會讓你與你家人死得很難看 
毀損是輕罪，且你是初犯，只要態度良好，就我辦案的經驗，檢察官可能會以緩起訴結案 

8 司法警察人員詢問犯罪嫌疑人時，關於犯罪嫌疑人所選任辯護人的權限之敘述，何者錯誤？ 
證人指證犯罪嫌疑人時，其辯護人得在場 可坐在犯罪嫌疑人身旁了解警察詢問內容 
可請警察提供卷宗，供其抄錄筆錄與偵查重點 可請求調查證據或陳述意見 

9 有關民意代表的拘捕，何者正確？ 
 立法院會期中，司法警察未經立法院許可，不得持檢察官簽發之拘票拘提立法委員 
市議會會期中，司法警察仍須市議會之同意，才可逮捕被通緝之市議員 
鄉民代表涉嫌犯罪，拒絕警察通知到案應詢。鄉民代表會期間，警察可持檢察官核發的拘票加以拘提 
縣議會期間，縣議員當街毆打他人成重傷，警察人員非經縣議會同意，不得當場加以逮捕 

10 甲投宿朋友乙的別墅期間，趁乙外出之際，暗中從事網路詐欺與人口販賣之犯罪行為，司法警察人員欲聲請

搜索票到乙的別墅拘捕甲，撰寫搜索票聲請書時，關於受搜索人欄位內的姓名與身分之填寫，何者正確？ 
姓名寫甲之全名，身分勾選第三人 姓名寫甲之全名，身分勾選犯罪嫌疑人 
姓名寫乙之全名，身分勾選第三人 姓名寫乙之全名，身分勾選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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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聾啞的目擊證人甲於公車站候車時，看見對街約 10 公尺處有乙男與丙女爭吵，乙男並將丙女毆成重傷，關

於甲之證詞，何者確定為推測之詞，不具證據能力？ 
 乙男戴眼鏡  乙男穿紅色上衣 
乙男因不滿丙女劈腿而加以毆打 乙男用高爾夫球桿毆打丙女 

12 臺灣全省 3 個月內發生 10 件工廠倉庫太陽能板貴重材料遭竊，損失高達 2 千萬元。由現場所遺留鞋印與工

具痕跡，發現係同竊盜集團所為，有關敘述何者錯誤？ 
這個集團可能透過公開與非公開資訊、甚至內線選擇犯罪目標 
這個集團係有計畫地作案 
這個集團喜歡透過網路銷贓 
這個集團作案前會仔細觀察現場與工廠人員作息 

13 下列有關警察人員受理刑案之報告程序，何者正確？ 
 派出所受理報案，如為普通刑案，無須通報分局處理 
派出所受理報案，如為特殊刑案，勿須製作筆錄，由分局處理 
分局接獲派出所轉報之特殊刑案，應即要求派出所通報警政署偵防中心 
警察局受理或接獲分局轉報之刑案，應列管督導或主持偵辦 

14 甲乙離婚後，甲男雖搬出乙女位在臺北市信義區的住宅，遷居到桃園市，但仍不斷騷擾乙女。離婚 2 個月後

某天，甲男在新竹縣竹東鎮痛毆乙成傷，並恐嚇將予殺害。乙女甚為驚恐，乃向法院聲請保護令，關於保

護令之聲請與執行，何者正確？ 
乙女只能向新竹地方法院聲請保護令 
乙女只能向臺北地方法院聲請保護令 
如果保護令禁止甲男接近乙宅周邊 200 公尺，執行保護令之警察不可因乙女之請求與同意，讓甲男進入乙宅 
違反保護令罪，屬於告訴乃論 

15 刑案發生或破獲，當有重大變化或重大階段告一段落時，此時之報告程序為： 
 初報 結報 續報 摘報 

16 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官指揮，帶同受羈押之被告外出追查贓證或其他共犯時，應於何時將被告解交檢察官？ 
 自帶同被告外出時起算 24 小時內 自帶同被告外出時起算 16 小時內 
帶同被告外出查證當日下午 8 時前 帶同被告外出查證當日下午 11 時前 

17 警察機關接獲報案，如非屬其管轄責任之案件，如何處置最為適當？ 
 婉告報案人請其前往管轄之警察機關報案 通報共同上級機關裁定由何警察機關偵辦 
先受理作必要處置，並通知管轄分局處理 通報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揮中心轉知轄區分局處理 

18 下列有關警察人員實施情報諮詢之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人員應於其轄區內廣為情報諮詢布置，並秘密掌握運用 
基於維護治安工作需要，應在各階層各行業物色適當諮詢對象 
對於政府機關、學校等易生犯罪場所，應定為重點諮詢地點 
經遴選諮詢請求合作之對象，不得給予任何名義及證明文件 

19 下列有關刑案現場處理原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人員抵達現場後，應先探查是否有人受傷，視情形作必要之保護或戒護 
現場封鎖以達成保全刑案現場為原則，不得使用現場封鎖帶以外之其他器材 
刑案現場初期封鎖之範圍宜小，待初步勘察以後，視需要再行界定封鎖範圍 
為免跡證遭受風吹、雨淋、日曬，初抵人員應迅速將現場物品移至安全地點 

20 有關警察人員處理涉及一般外國人之刑事案件，下列處置作為何者最為適當？ 
實施拘提逮捕前，通報外交部派員會同處理 聯繫刑事局駐外警察聯絡官，由其專責處理 
同意當事人與其駐華使領館或駐華機構聯繫 未經駐華機構同意，不宜對當事人實施搜索 

21 刑案現場封鎖範圍應視現場環境及事實需要而定，原則上應設立幾道封鎖線？ 
 一道封鎖線 二道封鎖線 三道封鎖線 四道封鎖線 

22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普通刑案由何人負責現場調查、勘察與採證？ 
刑事警察局鑑識科 警察局刑警大隊 警察局鑑識中心（課） 轄區分局偵查隊 

23 下列有關刑案現場勘察採證處理之敘述，何者正確？ 
 重大刑案之現場勘察採證應由管轄警察局長或其代理人擔任現場指揮官 
對住宅或車輛實施勘察採證，除急迫情形或當事人同意外，應用搜索票 
刑案現場之勘察採證工作應依任務需求，將人員區分為查訪組及紀錄組 
刑案現場之勘察採證工作應依任務需求，將人員區分為警戒組及保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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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警察人員抵達現場發現為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案件，應作如何適當處置？ 

 通報當地醫療院所合格醫師開立死亡證明 報請現場轄區地檢署檢察官前來實施相驗 
報請現場轄區警察局鑑識人員來相驗解剖 先送殯儀館冷藏保存，等待進一步指示 

25 勘察現場發現爆裂物或疑似爆裂物時，如何處置最為適當？ 
繼續完成鑑識採證，以免重要證物流失 報請檢察官相驗，並進行現場指揮調度 
提升採證層級，改由警察局鑑識中心處理 通報防爆小組至現場排除後，續行勘察 

26 下列有關刑案現場照相之要領及注意事項何者錯誤？ 
拍攝重要跡證應於其旁放置比例尺，以利顯示其真實大小 
拍攝現場外圍環境宜從同一角度與地點拍攝，以求全貌 
法醫驗屍前宜先拍攝屍體整體狀況，以利回溯屍體情狀 
照相前不應觸碰或移動現場跡證，俾日後檢視現場原貌 

27 刑案現場採取跡證應使用適當工具，避免沾染其他物質，干擾原有跡證，下列採證原則，何者正確？ 
採取子彈、彈頭（殼）應使用金屬器具直接夾取，以免沾染其他物質造成干擾 
刮擦附於車體上之油漆痕時，應深入刮取至車體底漆部位，使成片狀採集物 
微量之根狀纖維，宜以高黏性膠帶黏住後，將膠帶貼於顏色對比之乾淨紙張 
採取衣物之射擊殘跡，應於案發後 24 小時內儘速採集未經清洗之表面殘跡 

28 下列有關跟蹤監視之敘述，何者正確？ 
 跟蹤可分為單人、雙人、多人徒步監視法、跳蛙監視法等 
跟蹤為秘密而持續的觀察，屬「固定觀察」、「靜態觀察」 
跟蹤為團隊工作，執行人員宜佩戴醒目特殊物件，以資識別 
為免曝光，跟蹤監視人員嚴格禁止攜帶任何武器、通訊器材 

29 下列有關警察人員實施跟蹤之原則要領，何者錯誤？ 
 實施跟蹤應依不同時地因素隨時變換偽裝，並運用適當器材、交通工具，以避免被發覺 
被跟蹤對象在行進間突然停止時，執行跟蹤人員應同步立即停止前進，以防止對象脫蹤 
被跟蹤對象突然進入建築物，誤導並發覺執行人員跟蹤時，應視狀況立即停止跟蹤，重新布署 
發現對象脫蹤時，應派員前往對象經常停留之地點或處所，暗中打聽或找尋其去向下落 

30 為確保國家安全、維持社會秩序之目的，偵查中依法聲請之通訊監察應由下列何者提出？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地檢署檢察官 法院值日法官 

31 警察人員依法實施通訊監察所得資料，除已供案件證據之用留存於案卷者外，執行機關於監察結束後，逾保

存期間多久後即予以銷毀？ 
 1 年 3 年 5 年 10 年 

32 警察為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使用通知書通知證人到場說明時，下列處置作為何者錯誤？ 
除使用通知書外，亦可以電話、口頭方式請證人到場說明 
證人通知書應於證人應到時間之 48 小時前送達之 
證人到場後應依原定時間及處所即時詢問，不得拖延 
證人如與犯罪嫌疑人訂有婚約者，應告知得拒絕證言 

33 下列有關警察製作犯罪嫌疑人詢問筆錄之原則，何者錯誤？ 
詢問前應告知有保持緘默、選任辯護人、請求調查有利證據之權利 
詢問 2 人以上共犯應採隔離詢問，為發現真實，並應拒絕使其對質 
除有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3 第 1 項第 2 項情形外，不得於夜間詢問 
詢問時與犯罪經過不相關之事項，應避免在筆錄中記載 

34 下列有關刑事訴訟法拘提逮捕之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因偵查犯罪而情況急迫依法執行逕行拘提，執行後應即告知本人及其家屬得選任辯護人到場 
因持有兇器、贓物並於身體、衣服等處露有犯罪痕跡，顯可疑為犯罪人者，不問何人得逕行逮捕之 
犯最重本刑為 1 年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逸者，得逕行逮捕 
司法警察偵查犯罪，因現行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而情況急迫者，得逕行拘提 

35 警察為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經合法通知犯罪嫌疑人，無正當理由而不到場者，下列作法何者為適當？ 
 報請地檢署發布通緝 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 不經傳喚予逕行拘提 報請法院發布通緝令 

36 司法警察拘提或逮捕犯罪嫌疑人後，如有相當理由認為有採取作為犯罪證據之必要時，下列何者不是刑事訴

訟法規定得強制取證之項目？ 
聲調 尿液 吐氣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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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列何者之住所或使用之處所，雖於夜間亦得入內搜索？ 
 出獄人 假釋人 前科犯 列管幫派分子 

38 下列關於執行搜索扣押之敘述，何者錯誤？ 
搜索或扣押暫時中止者，於必要時應將該處所閉鎖，並命人看守 
應執行扣押之物為公務員所保管，且為職務上應守秘密者，非經該管監督機關或公務員允許不得扣押 
扣押物如不便搬運或保管者，得命扣押物所有人保管，將保管單一併移送檢察官或法官 
執行搜索如未查獲應扣押之物，無須製作搜索扣押筆錄，將搜索票繳還核發之法院即可 

39 警察人員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 項規定執行逕行搜索後，應於何時將搜索扣押筆錄同時分別函報該管檢

察署檢察官及法院？ 
執行完畢 12 小時內 執行完畢 24 小時內 執行後 3 日內 執行後 7 日內 

40 司法警察執行搜索或扣押時，發現本案應扣押之物為搜索票所未記載者，如何處置最為適當？ 
一併執行扣押  先予留置保管  
重新聲請搜索票  向值日法官報准後扣押 

41 下列有關偵查過程實施犯罪嫌疑人之指認要領，何者錯誤？ 
 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陳述犯罪嫌疑人之特徵 告訴指認人嫌犯不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 
應於偵訊室或適當處所為一對一之個別指認 應拍攝被指認人照片，製作紀錄表附於筆錄 

42 偵查犯罪應循被害人及犯罪行為人關係清查，發覺線索，在人的清查中，下列何種對象應特別注意？ 
 案件發生前，關係人突告生重病者 在地方素行不良之權貴或民意代表 
案件發生後對本案特別表現關懷者 對於被害人損失財物有傷心難過者 

43 下列有關追查贓證物之原則與作法，何者錯誤？ 
追查贓證物應把握時機，發現贓物時，應依法予以扣押 
證物採取送驗時應切實遵守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例辦理 
犯罪所得贓物不問直接或間接得來，均為犯罪主要證據 
依嫌犯之供述追贓，不得帶同犯罪嫌疑人外出查證取贓 

44 為查證犯罪嫌疑人之供述是否實在，下列何種情形為最應注意事項？ 
 犯罪嫌疑人之供述是否合乎比例原則 犯罪扣押之物是否已隨案附送檢察官 
犯罪扣押之物是否確認係被害人所有 共犯及證人供詞是否已深入查證明確 

45 警察機關偵查刑案，下列何種情形得函送管轄法院或檢察署？ 
 全案業經調查完畢，並認有犯罪嫌疑者 全案雖未調查完畢，但經依法提起自訴者 
全案業經調查完畢，但證據證明力薄弱者 全案犯罪證據明確，經檢察官命令移送者 

46 下列何者有觸犯刑罰法律之行為時，應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18 條移送該管少年法院（庭）處理？ 
未滿 12 歲之人  未滿 14 歲之人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 

47 士兵經核定停役喪失現役軍人身分者，其喪失軍人身分後發覺之犯罪，經偵查後應如何移送？ 
 移送司法機關追訴審判  移送軍法機關追訴審判  
移送原服役團、師管區  移送犯罪地管轄憲兵隊 

48 警察機關辦理性侵害案件，下列處理原則何者錯誤？ 
 警察局處理性侵害案件專責小組成員應包括女性、資深、已婚或適當之警察人員 
詢問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應給予充分陳述之機會，以警察、社工複式詢問為原則 
為調查犯罪之需，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時，不得在通知書上揭露被害人姓名 
被害人為兒童或少年者，應視案件性質，配合兒童及少年福利法第 34 條規定辦理 

49 意圖性騷擾，乘人不及抗拒而為親吻、觸摸胸部，被害人向警察機關報案時，下列處置何者最為正確？ 
 移請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或雇用機構，先行調查事實經過 
詳予記錄後移送行為地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權責處理 
受理報案並即行調查，確認被害人告訴意願後直接移送司法機關 
受理報案並即行調查，依被害人意願移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裁罰 

50 下列有關家庭暴力事件之處置作為，何者正確？ 
被害人遭受家庭暴力時，得向家庭暴力發生地管轄警察機關聲請保護令 
通常保護令之有效期間為自核發時起算 6 個月，必要時得延長一期 
警察人員發現家庭暴力罪之現行犯時，應予逕行逮捕後，解送檢察官 
實施家庭暴力經法院裁定遷出住居所而不從者，處 1 年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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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理論，何者可以解釋「被害人在旅館遭到性侵害，經過現場勘察，在旅館房間內發現歹徒使用衛生紙，
檢驗衛生紙發現歹徒精液，經由精液 DNA 比對得知歹徒身分，偵破刑案」的過程？ 
地毯理論 四面向連結理論 過濾理論 DNA 理論 

2 下列關於初抵犯罪現場員警應有作為之敘述，何者正確？ 
初抵犯罪現場員警，發現有正燃燒中的香菸，為維持香菸原始長度，應立即將香菸熄滅 
初抵犯罪現場員警，發現犯嫌受有重傷，應先詢明案發情形後，再行送醫 
初抵犯罪現場員警，因警力不足，可初步封鎖小範圍區域，待鑑識人員到場後，再擴大封鎖範圍 
初抵犯罪現場員警，遇有民眾提供犯嫌的特徵或使用機車之車號及車型，立即通報勤務指揮中心，執行攔

截圍捕 
3 實施被害人指認犯罪嫌疑人，下列何者正確？ 
被害人不得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 被指認之數人在外形不得有重大差異 
不得告知指認者，犯嫌可能不在被指認人之中 不得以照片指認代替真人指認 

4 刑案移送書類，下列何者正確？ 
通緝犯無另犯他罪者，用通緝案件移送書 
同一案件有成年犯與少年犯者，統一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 
持有、吸食毒品案件，應多人一案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 
士兵喪失現役軍人身分後之犯罪，應移送軍法機關 

5 7 歳以上未滿 12 歳之人，有觸犯刑罰法令行為者，如何處理？ 
移送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 移送該管地方法院  
移送該管少年法院  行為不罰不得移送 

6 依刑事訴訟法第 76 條，犯罪嫌疑人因犯罪嫌疑重大，得不經傳喚逕行拘提，下列何者不包括在內？ 
無一定之住所或居所者 
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串共犯或證人之虞者 
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 3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7 某女由臺北市中山區搭乘計程車時，上車後即由司機以開山刀脅迫捆綁後，逕自載至萬華區強盜財物，再至
大同區水門一帶之空屋性侵害得逞，某女乃向其戶籍地之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案。試問此案應負
責本案主要偵辦工作之警察機關為：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8 下列關於涉外案件處理的敘述，何者正確？ 
如認有必要進入使領館或享有外交豁免權之駐華外國、國際機構或享有外交豁免權之使領館人員之住宅

者，為免有湮滅證據、勾串共犯之虞，得不經使領館館長或當事人之同意，予以逕行進入 
發現涉外刑事案件，應先控制、保持現場或為必要處置後，立即會同外事警察人員偵辦，並指派適當人員

擔任通譯工作 
發現享有外交豁免權之外國大使、公使、使領館人員等涉有犯罪嫌疑者，仍有檢警共用 24 小時的限制，

應予即時訊問、搜索、扣押、逮捕等強制作為 
依法逮捕或拘提之一般外國人，於逮捕、拘提、收容或羈押後，應即時通知其本國駐華使領館或駐華機構；

遇有當事人明示反對通知者，仍應通知 
9 刑案報告程序，下列何者錯誤？ 
分駐（派出）所受理報案，應立即通報分局  
分局受理刑案，應立即報告分局主管 
警察局受理刑案，應立即報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分局受理刑案，應轉報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列管 

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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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列何者為重大竊盜案件？ 
失竊物總值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竊案 竊盜保險箱財物總值新臺幣 5 萬元以上竊案 
汽車竊盜案件  外籍外交官住宅竊盜案件 

11 下列引號「」內之物證類型，何者僅具有類化功能？ 
車禍案件之現場「碎玻璃」的成分分析 
性侵害案件之女性被害人內褲上的可疑「精液」的 DNA 型別分析 
槍擊案件現場的「彈頭」的紋線分析  
住宅竊盜案件現場的可疑「指紋」的特徵點分析 

12 性侵害案件之女性被害人身體採證，由誰負責？ 
受理單位女性員警 支援偵訊女性員警 鑑識單位女性員警 責任醫院醫護人員 

13 下列關於偵查人員應用行動電話通聯紀錄於犯罪偵查的敘述，何者正確？ 
香港行動電話門號在國內漫遊使用時，偵查人員無法調閱該行動電話門號之通聯紀錄 
可從行動電話通聯紀錄中，了解使用者的簡訊文字內容 
歹徒使用行動電話最常出現的基地臺位址，即為歹徒的住居所 
可以行動電話序號（IMEI 碼）反查通聯紀錄，分析歹徒更換後的行動電話門號 

14 刑案現場處理人員，誰負責觀察圍觀群眾可疑動靜，蒐集有利破案之情報線索？ 
警戒人員 調查人員 現場指揮官 勘察人員 

15 刑案證物保存，下列何者正確？ 
採取唾液棉棒應即封緘，避免腐敗 尿液檢體應裝入 1 瓶，至少 60 毫升 
彈頭、彈殼應分別包裝，避免碰撞 各級毒品統一包裝稱重，避免遺失 

16 下列關於刑案現場保全之敘述，何者錯誤？ 
封鎖刑案現場時，應派員於封鎖線外警戒 
撤離刑案現場之人，均應逐一登記姓名、住址、聯絡方式 
救護傷患時，應儘量避免破壞現場痕跡，如確屬無法避免時，應為必要之記錄 
若有易受風吹、雨淋、日曬破壞之跡證，現場封鎖警戒人員應等待鑑識人員到場後，主動協助以帳篷、雨

棚等遮蔽保護之 
17 跟蹤監視，下列何者正確？ 

跟蹤為固定觀察，目的在發現對象不法行為 監視為動態觀察，目的在了解對象活動情形 
必要時，跟蹤、監視得配合實施之 監視有徒步、徒步與車輛、車輛及海陸空監視法 

18 執行電腦搜索、扣押應注意事項，何者正確？ 
電腦設有密碼時，為能立即檢視檔案，應讓受搜索人自行輸入密碼 
扣押個人電腦僅查扣主機即可，至於螢幕、鍵盤及電源線為不重要物品，不需查扣 
為破解電腦密碼，偵查人員應安裝或拷貝破解密碼程式、檔案至受搜索人電腦中 
搜索對象如為學校，應會同該校主任秘書或相當職務人員執行之，搜索時應注意態度與技巧 

19 偵查實務中，常以行動電話通聯紀錄之基地臺位址與方向角，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可能居住所或活動點，請問

行動電話之基地臺，每一座基地臺有幾個方向角？角度為幾度？ 
3 個、120 度 4 個、90 度 5 個、72 度 6 個、60 度 

20 通訊監察之重罪原則，係指觸犯最輕本刑為幾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1 年 3 年 5 年 7 年 

21 逕行搜索，下列何者正確？ 
指司法警察持搜索票，搜索住宅 適用檢察官，不適用於司法警察 
有事實足認現行犯在內者，得實施之 應於實施後 24 小時內，陳報該管法院 

22 犯罪嫌疑人表示已選任辯護人者，等候辯護人到場時間，自通知時起，不得逾幾小時？ 
1 小時 2 小時 3 小時 4 小時 

23 刑案移送與函送地方法院檢察署，下列何者正確？ 
全案調查完畢認有犯罪嫌疑者，應用函送 檢察官命令移送者，應用函送 
證據不明確被害人堅提告訴者，應用移送 告訴乃論之罪，經撤回告訴者，應用函送 

24 刑案現場勘察採證，下列何者正確？ 
重大刑案現場由偵查隊長擔任現場指揮官 
普通刑案由派出所主管負責現場調查、勘察 
車輛採證，除有急迫情形或當事人同意外，應用搜索票 
現場人員應區分成查訪組與勘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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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張三於甲警察分局轄內被殺，逃至乙警察分局轄內，因流血過多死於路旁，經路人向乙警察分局報案，應由

何分局偵辦？ 
甲警察分局 乙警察分局 由上級警察局指定 由內政部警政署指定 

26 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2 條規定，偵查人員實施通訊監察期間，認有繼續監察之必要者，應附具體理由，

至遲於期間屆滿多久前，提出聲請？ 
12 小時 1 日 2 日 3 日 

27 下列何者，不是刑案現場記錄的方法？ 
錄影 筆錄 筆記 測繪 

28 下列何者，不是確認證人證言真假的方法？ 
複式查證 交叉查證 實地查證 剖繪查證 

29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料時，應查核事項，何者不屬之？ 
第三人經濟能力  第三人忠誠度及信賴度  
第三人工作及生活背景  第三人合作意願及動機 

30 下列最符合作案手法（Modus Operandi）概念的選項為： 
性侵害犯要求被害人扮演特定角色，並要求被害人與其相互對話 
住宅竊盜犯於行竊時，在犯罪現場內開啟冰箱並拿取飲料食用 
殺人犯在殺害被害人後，將被害人擺成特定姿勢 
機車搶奪犯尾隨剛領取大筆現金之被害人，直至人潮較少的地點始下手行搶 

31 以現場觀察、分析結果、偵查所得、科學鑑定及其他資料進行可能的邏輯推理，以分析可能案發經過，此過

程稱之為： 
犯罪剖繪 犯罪現場重建 四面向連接原則 偵查管理 

32 下列何者為拘提對象？ 
無正當理由拒不到場證人 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及時發覺者 
被追呼為犯罪人者  持有兇器、贓物顯可疑為犯罪人者 

33 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 2 條所稱犯罪組織，係指多少人以上有內部管理結構，以犯罪為宗旨從事犯罪活動之組

織？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34 新興詐欺犯罪集團分工細緻，其中俗稱「車手」是指： 
收購人頭電話之人  收購人頭帳戶之人 
持人頭帳戶提款卡至 ATM 提款之人 與被害人電話聯繫之人 

35 物證是犯罪現場的重要資訊，可以提供偵查人員重要的犯罪偵查線索。其中於命案現場中常見之「血液噴濺

痕」或車禍現場中常見之「輪胎或煞車痕」，最符合下列何類證物的特性？ 
型態性證物 移轉性證物 短暫性證物 關聯性證物 

36 下列選項何者最符物證督導鍊（chain of custody）的精神？ 
證物採取、包裝、封緘、送驗均應符合法律程序 
連結物證、現場、被害人、犯罪人等四者間的關係 
犯罪偵查過程包括犯罪發生、調查蒐證、傳喚緝捕犯嫌、移送法辦、起訴定罪等五大過程 
案件要成功偵破，需有現場、物證、人證、運氣等四大支柱 

37 甲住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轄內，某日至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轄內下游廠商收取貨款後，手機接

獲歹徒電話，歹徒冒充甲之好友，謊稱家有變故急需新臺幣 10 萬元應急，甲未查證即至淡水分局轄內某郵

局，匯款新臺幣 10 萬元至歹徒提供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轄內某郵局帳戶，事後甲發現被騙，向警

方報案，經查該帳戶開戶人戶籍地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轄區，本案應由何分局偵辦？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 

38 在擄人勒贖案件中，常發生人質與歹徒爭吵後，導致歹徒殺害人質的情境，該情境稱為：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巴黎症候群 慕尼黑症候群 倫敦症候群 

39 下列何者非屬刑事訴訟法規定之強制辯護案件？ 
未滿 18 歲之人所犯案件 
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 
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 
最輕本刑為 3 年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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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現場封鎖範圍原則以三道封鎖線（分別為內、中、外三層）為準，必要時得實施交

通管制。若遇有媒體採訪時，應將媒體採訪區設於何處？ 
內層封鎖線內  內層封鎖線外、中層封鎖線內 
中層封鎖線外、外層封鎖線內 外層封鎖線外 

41 指紋是指手指末稍關節指面上之凹凸紋路，依據紋型的不同，基本上可依其形狀分為箕形、斗形及弧形類等

三大類（其中又細分為八種紋型）。請問下列所示指紋紋型名稱為： 
弧形紋 
斗形紋 
正箕紋 
囊形紋 
 
 
 
 

42 下列關於偵查責任的敘述，何者正確？ 
遇有特殊刑案，由警政署署長指派刑事警察局主動支援，全面協調、統一指揮，合力偵辦。刑事警察局不

得逕行派員指導支援偵辦 
遇有重大刑案，由直轄市警察局刑警大隊負責偵辦，必要時得請求刑事警察局支援偵辦 
遇有重大刑案，金門縣、連江縣警察局及警政署各專業警察機關得由機關首長逕向警政署署長請求支援偵辦 
遇有普通刑案，由案發地轄區分局負責偵辦，並報告該管警察局列管。如發覺案情複雜，得報請警察局予

以支援 
43 下列關於附帶搜索的敘述，何者錯誤？ 

逮捕通緝犯時，可搜查通緝犯的身體 
執行拘提時，可檢視受拘提人隨身攜帶的包包 
執行臨檢時，可翻動受檢查人正使用中機車的置物箱內之物品 
逮捕現行犯時，可搜索現行犯正使用中的機車 

44 刑案現場物證類型，下列何者正確？ 
窗戶開啟狀況為暫時性物證 氣味為情況性物證  
DNA 為關連性物證  血跡指紋為型態性物證 

45 有關犯罪案件管轄責任區分，下列何者錯誤？ 
非單一犯罪行為且於同一處所者，由刑案現場發生地之警察機關偵辦 
境外犯罪，以被害人的居住地、工作地、家屬居住地，依序之警察機關為管轄機關 
竊車恐嚇取財案件，由被害人居住地之警察機關負責偵辦 
網鴿恐嚇取財案件，由被害人居住地或飼養鴿子之所在地之警察機關負責偵辦 

46 下列關於偵查中辯護人之權限的敘述，何者錯誤？ 
詢問證人非有必要時，犯罪嫌疑人及辯護人不得在場 
辯護人在警察機關不得於執行搜索、扣押時在場 
辯護人接見犯罪嫌疑人時，司法警察人員不應在場 
辯護人請求調查證據或陳述意見時，應附記於該案犯罪嫌疑人之詢問筆錄，由其於筆錄內簽名 

47 下列何者屬於毒品危害防制條例規範之「第三級」毒品？ 
罌粟 古柯 一粒眠 MDMA 

48 觀察我國近年來刑案統計資料，下列何者犯罪具有高發生、低破獲的特徵？ 
殺人 擄人勒贖 妨害性自主 住宅竊盜 

49 下列關於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之 1 第 1 項所列法定障礙事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因被害人或犯罪嫌疑人身體健康突發之事由，事實上不能訊問者 
在途障礙期間，不得逾越 4 小時 
犯罪嫌疑人經法院提審之期間 
依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不得為詢問者 

50 偵查機關為查緝毒品犯罪，採取嚴密監控方式，致使違禁品、贓物或毒品，可以繼續交到貨主手中，藉以追

查幕後主嫌、其他共犯或上下游的集團成員。此種偵查策略的名稱為： 
擒賊先擒王 欲擒故縱 誘捕偵查 控制下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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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法警察詢問證人時，如證人與犯罪嫌疑人有下列何種情形時，不得拒絕證言？ 
曾為犯罪嫌疑人之三親等內之姻親 曾為犯罪嫌疑人之配偶 
與犯罪嫌疑人訂有婚約者 曾由犯罪嫌疑人為其法定代理人者 

2 依據刑事鑑識手冊，現場測繪順序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測繪宜先從重要跡證之相關位置開始 測繪宜先從現場開始 
測繪宜先從現場周圍開始 測繪宜先從微物跡證之相關位置開始 

3 依據刑事鑑識手冊，下列何者為物理鑑識工作項目？ 
引擎（車身）號碼重現之鑑定 油漆之鑑定 
輪胎印痕證物之鑑定  錄音內容完整性鑑定 

4 依據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料辦法，警察遴選第三人時，應以書面敘明規定事項，陳報下列何者核准後才能
實施？ 
該管檢察官 該管刑警大隊長 該管偵查隊長 該管警察分局長 

5 偵查犯罪，在人之清查中，下列那些對象應特別注意？①案件發生後，忽然態度失常者 ②在地方素行不良，
有前科資料者 ③對本案表現漠不關心者 ④案件發生後，突然生活奢華，吃喝玩樂不正常者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6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搜索軍事處所時，應會同下列何者共同執行為原則？ 
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檢察署 所在地之軍事法院檢察署 
該管憲兵單位  該軍事處所之直屬上級單位 

7 筆錄不得竄改、挖補或留空行，如有增刪更改，應由下列何者在其上蓋章或按指印？ 
製作人及偵查（副）隊長 受詢問人及偵查（副）隊長 
製作人及受詢問人  製作人、受詢問人及偵查（副）隊長 

8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以調查、訪問、觀察、搜索及現場勘察所得之資料證據，加以分析辨證的過程，係屬
下列何者？ 
偵查計畫 案情研判 偵查管理 情資管理 

9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案情研判的目的在瞭解犯罪嫌疑人及下列何者？①犯罪動機 ②犯罪行為 ③犯罪
過程 ④犯罪發展 ⑤犯罪習慣 ⑥犯罪特性 
①②③④ ①②③⑤ ②③④⑥ ③④⑤⑥ 

10 某派出所警員受理報案後初抵刑案現場，下列何者不是他應做的工作？ 
救護傷患 封鎖刑案現場 刑案現場勘察 追捕現行犯 

11 有關刑案現場保全之措施，下列何者正確？ 
刑案現場封鎖範圍一律採 3 道封鎖線  
刑案現場封鎖時，應派員於封鎖線內警戒 
刑案現場初期封鎖之範圍不宜太廣，以免蒐證無重點 
被害人親友一律限制於警戒封鎖線區 

12 依據 Holmes 與 Holmes（1996）的見解，下列何種犯罪類型不適合採用心理描繪技術？ 
戀童癖 性侵害案件 擄人勒贖案 缺乏動機之縱火案 

13 警察偵查少年事件時，應告知少年犯罪事實或虞犯事由，聽取其陳述，並應告知其有選任下列何者之權利？ 
輔佐人 辯護人 律師 代理人 

14 有關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適用對象為未滿 18 歲者 
適用對象為心智障礙者 
心智障礙或未滿 18 歲之被害人經社工人員訊前訪視認不適宜者即不適用 
社工人員應全程陪同，並給予被害人情緒支持，但在詢（訊）問中不得陳述意見 

15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下列何種情況不屬於家庭暴力？ 
離婚夫妻間的暴力行為  同居同性戀朋友間的暴力行為 
寄養父母對寄養兒童的暴力行為 妯娌間的暴力行為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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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警察機關受理性騷擾被害人報案時，下列何者非屬警察機關應即行調查的性騷擾案件？ 
加害人不明者 
知悉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者 
不知加害人有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者 
涉及性騷擾罪（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第 1 項所定情事）者 

17 偵辦普通刑案之警察機關，如發覺案情複雜，得報請下列何者支援？ 
檢察官 刑事警察局 警察分局 警察局 

18 依據刑事鑑識手冊規定，最先抵達刑案現場的警察，應注意現場跡證及其相關位置，下列何者並非特別注意
事項？ 
現場物件之異常狀況  現場是否有潛伏指紋 
溫度、氣味、顏色、聲音等易於消失的跡證 門窗、電視、電燈、音響等設備之原始狀況 

19 案情研判時，下列何者比較符合自殺死亡之特徵？ 
屍體上有兩個致命傷口 
屍體手腕關節處或手肘關節處皮膚有多處傷勢輕微的猶疑切創 
屍體有兩種以上兇器之創傷痕 
屍體雙手有防衛性創傷 

20 下列何者是販毒者最容易用來判斷是否被司法警察跟監的依據？ 
故意闖紅燈測試跟監者是否也跟著闖紅燈 跟監者的服飾 
跟監者的人數  跟監者的身材 

21 犯罪偵查之過程，可區分為：①調查蒐證 ②犯罪發生 ③緝捕犯嫌 ④移送法辦 ⑤起訴審判，其先後順
序為： 
①②③④⑤ ②①③④⑤ ②③①④⑤ ②③④①⑤ 

22 關於現場查訪（Canvass）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訪問目擊證人時，應用「是與否」的封閉式詢問法，以提高查訪效率 
現場查訪與現場勘察為偵辦命案的基礎工作 
澈底而有效的現場查訪往往是破案的關鍵 
目的在瞭解案發之際及案發前後，有無出現任何可疑的人、事、物 

23 下列有關現場勘察人員對於住宅實施勘察採證之敘述，何者非適法之作為？ 
使用搜索票   
取得住宅管理支配之人或可為代表之人的自願性同意 
事先獲得檢察事務官同意 
使用鑑定許可書 

24 有關圍捕部署方式，下列何者不屬於警察機關執行圍捕任務規範之規定？ 
直接破門進入查捕方式部署 守望伺機進入方式部署 
隔空親情喊話方式部署  計誘圍捕對象開門方式部署 

25 有關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通訊監察期間即將屆滿，有繼續監察必要者，至遲於屆滿之 3 日前提出聲請 
偵辦販毒案件，聲請通訊監察，其期間每次不得逾 30 日 
重大案件經聲請得於私人住宅裝置竊聽器、錄影設備等監察器材 
通訊監察書，偵查期間由檢察官依職權核發 

26 監察通訊所得資料，應加封緘或其他標識，由執行機關蓋印，保存完整真實，除已供案件證據之用留存於該
案卷或為監察目的有必要長期留存者外，執行機關於監察通訊結束後保存多久，逾期銷燬之？ 
 3 個月  1 年  3 年  5 年 

27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有關監視的敘述何者錯誤？ 
監視工作不能中斷 
監視工作屬「固定觀察」 
監視工作目的在發現犯罪嫌疑人之不法行為，並掌握可能犯罪之證據及共犯等 
監視工作目的在瞭解對象之活動情形，並防止其逃亡及湮滅證據 

28 通緝犯為求脫逃追捕，竄入具有外交豁免權之駐華國際機構內，下列有關緊追在後的警察之作為或處置，何
者正確？ 
報請外交部同意，即可入內搜捕 為求時效，直接入內搜捕 
非經該國際機構負責人同意，不得入內搜捕 非經檢察總長同意，不得入內搜捕 

29 檢察機關與警察機關關於刑案移送聯繫上有所謂的「發交」、「核退」之情形，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核退」指警察機關移送案件給法院後，被法官退回之謂 
「發交」指檢察署交付案件給警察機關偵查之謂 
「發交」與「核退」僅係用語不同，內涵其實一樣 
「核退」之刑案，多數為檢察官直接受理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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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警察偵辦下列何種案件時，不可向檢察官聲請通訊監察書監控犯罪？ 

恐嚇取財  擄人勒贖 
販賣色情光碟  未經許可出借手槍之主要組成零件 

31 現役軍人、未滿 18 歲少年與滿 20 歲成人 3 人結夥以金光黨方式詐騙老婦人鉅額現金，得手正要離去之際，
為據報趕到現場的警察當場查獲，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少年移送該管少年法院或法庭 
現役軍人移送該管軍事檢察署 
滿 20 歲的成年人移送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 
 3 人並不屬於組織犯罪防制條例所稱的「犯罪組織」 

32 查贓資訊處理系統顯示甲在某當鋪所質當之勞力士手錶係贓物，下列有關司法警察人員之偵查作為，何者並
非適當？ 
到該當鋪查證是否確為甲所質當 
如果確是甲所質當，但甲係無任何前科的國中老師，應先以通知而非拘提方式請其到場接受詢問 
如果確是甲所質當，但甲為慣竊且行方不明，應直接以拘提而非通知方式強制其到場接受詢問 
如果確是甲所質當，不管其背景如何，直接聲請搜索票逮捕甲到案並搜索其住宅，以求擴大偵破 

33 有關犯罪手法的敘述，何者錯誤？ 
犯罪手法具有個化性   
犯罪手法具有習慣性 
住宅竊盜偷走多少現金，並非研判犯罪手法的要素 
竊盜犯的犯罪手法會因被逮捕服刑而有所調整 

34 下列何種質當物疑為贓物可能性較低？ 
同一物品反覆在同一家當鋪質當與贖回者 
高價的流行之物以低價質當，逾期不贖回或不延當者 
吸食海洛因前科者或吸毒被查獲者所質當之物 
流當之電子用品，其記憶體內存有重要或有紀念價值之資料者 

35 春安期間，埋伏的男警甲發現女性詐欺通緝犯乙匆忙返家，除了錄影存證外，並與趕來支援的男警丙與女警
丁一起進入乙宅進行逮捕。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這 3 位警察需要搜索票才能進入乙宅逮捕通緝犯乙 
進入乙宅執行搜捕的警察，在尚未找到通緝犯乙之前，先看見乙宅餐桌上放置 1 只長約 7 公分、高約 3

公分手提包，可打開搜索其內有無違禁品 
男警甲在乙宅密室發現躲藏在該處的通緝犯乙，乃當場予以逮捕，並進而由其本人附帶搜索乙之身體，以

防發生危害 
被逮捕的通緝犯乙被帶離住宅之際，要求更換合適衣服，執行搜索的警察同意所請，並將她帶到主臥室衣

櫥前。此時，警察可先打開衣櫥搜索有無危害警察安全的器物 
36 假設法官核發之搜索票准許司法警察搜索字畫大盜所租的倉庫，以扣押故宮博物院失竊的名畫<無題>，下

列有關敘述，何者正確？ 
於倉庫執行搜索的司法警察在未找到<無題>畫作前，發現與該畫一起遭竊、蓋有故宮博物院關防的<無題>

典藏證明書，得將該證明書扣押 
於倉庫執行搜索的司法警察在未找到<無題>畫作前，無意發現故宮博物院數年前遭竊的名畫<無相>，不

得將該畫扣押 
於倉庫執行搜索的司法警察未發現應扣押的<無題>畫作，乃於製作搜索證明筆錄後離開現場。兩小時後，

經檢舉人告知該畫可能藏在倉庫的地板下，可持原搜索票再進入搜索 
執行搜索的司法警察離開倉庫之際，直覺認為應扣押的<無題>畫作可能藏於停在倉庫前馬路旁收費停車

位的某輛汽車內，可直接打開該汽車後車廂逕行搜索 
37 法官核發之搜索票准許司法警察人員搜索販毒者甲之身體、住居所及附連之庭園，以扣押海洛因、量秤、帳

冊等等販毒相關證物。下列有關敘述，何者錯誤？ 
可搜索停在庭園內的汽車，以扣押證物 
可搜索甲的身體，以扣押證物 
可逕行搜索其他在場之人的身體，以查明是否有應扣押之證物 
執行搜索時，可禁止在場的人離開 

38 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下列有關執行通訊監察的敘述，何者正確？ 
依據本法規定，只有法官可以核發通訊監察書 
犯罪偵查時，司法警察可以根據法官核發的通訊監察書，在被監察對象住宅裝置竊聽器或錄影設備進行監

聽監錄 
檢警機關聲請通訊監察書被法院駁回者，不可聲明不服 
偵辦擄人勒贖案件時，警政署長得以口頭通知承辦的警察機關先執行通訊監察，再補聲請通訊監察書，以

爭取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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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有關跟蹤監視之作法，下列何者並非適當？ 
發現跟蹤對象脫蹤時，跟蹤人員應立即將脫蹤之時、地、情況等報告負責之指揮官 
夜間跟蹤時，跟蹤人員要經常在燈光明亮處行走，以利聯絡辨識 
當被跟蹤對象改變髮型、裝扮、服飾或駕駛之車輛時，跟蹤人員應確認並回報，以利其他人員跟蹤 
跟蹤人員應隨時記錄被跟蹤者在整個過程的行為舉止，以供辦案所需 

40 犯罪嫌疑人如為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陳述者，偵查中如未經選任辯護人，司法警察人員應通知何種依法設立
的機構，指派律師到場為其辯護？ 
檢察官改革協會 法律扶助機構 臺灣人權協會 法官改革協會 

41 下列何者對於證明甲開槍搶劫銀行具有證據能力？ 
甲被逮捕後接受詢問時，警察惡意不告知得選任辯護人所做的詢問筆錄 
證人乙在法庭上向審理法官表示聽說本案係甲所為之證詞 
電視名嘴根據其專業表示本案應係甲所為之陳述 
甲開槍搶劫銀行時，子彈恰巧射中在場的目擊證人丙之心臟。丙於臨終前，在警察全程錄音錄影下，指證

本案係甲所為之詢問筆錄 
42 警察根據監視錄影帶，拘提住宅竊盜嫌疑人甲及為其把風的太太乙到場，警察先詢問甲。下列何者屬於比較

正當而合法的詢問？ 
因為你沒有前科，只要自白認罪，我保證你絕對不會被檢察官起訴 
你是因家境貧窮而偷竊，如果自白認罪，根據我辦案的經驗（拿出相似案件的緩起訴書給對方看），被判

緩起訴的可能性很高 
如果你自白認罪，我們就不辦你太太。否則，你們夫妻會死得很難看 
如果你自白認罪，我們就放你太太，你的小孩就不會流落街頭當乞丐 

43 依據刑事鑑識手冊規定，有關勘察採證人員實施刑案現場勘察之作為，何者錯誤？ 
不管處理何種刑案，都要穿刑事現場勘察服 
處理重大刑案現場，宜設定明確動線，以保全現場跡證 
命案現場屍體之勘察，除初步了解死者身分及必要之紀錄外，應速報請檢察官處理 
爆裂物爆炸現場應會同刑事警察局爆裂物處理人員處理 

44 連棟別墅的第 3 棟遭歹徒侵入性侵女主人，何者非勘察採證的重點？ 
現場何處可採得生物性跡證 歹徒如何侵入這棟別墅 
被害者指甲內有無歹徒皮膚殘留 歹徒為什麼要性侵這位女主人 

45 甲男持木棍在套房內將女友乙毆打致死，現場何種跡證最有助於重建毆打過程？ 
乙女留在現場之血跡噴濺痕 從乙女衣服轉移到甲男身上的纖維 
甲男留在現場的古龍水味道 甲男掉落在現場的毛髮 

46 甲男與乙女入宿汽車旅館 319 號房，當天深夜 1 點乙女打 110 求救，表示受到甲男性侵害。警察據報後展開
偵查，下列何者是證明乙女遭受性侵害的直接證據？ 
在 319 號房垃圾桶內發現含有甲男精液之衛生紙 
登記住宿的櫃檯小姐指證乙女進入旅館時精神不濟之供述 
乙女指控甲男如何對她性侵害之供述 
乙女血液中驗出安眠藥成分之鑑定報告 

47 資料探勘為日益重要的偵查技術，其效率決定於資料庫的質與量以及檢索技術。下列有關資料庫之敘述，何
者正確？ 
我國已建置全民指紋資料庫 
資料庫愈能自動比對檢索與交互連結整合，資料探勘效率愈高 
電腦建檔之資料庫對於偵辦久未偵破的冷案並無助益 
透過自動比對系統篩選出指紋資料庫中某人之指紋特徵與命案現場遺留之指紋吻合，即可確定該人為犯罪

者，不需再經過人工判讀與偵查人員詮釋 
48 設 101 年 4 月 1、2、3、4 日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松山分局、北投分局、士林分局轄內，依序分別

發生歹徒由建築施工之鷹架侵入住宅偷竊之刑案各 1 件，竊走之財物價值，分別是 100 萬元、70 萬元、30 萬元
與 10 萬元。下列有關敘述，何者正確？ 
這 4 案應由最先發生且失竊財物額度最高的中山分局負責偵辦 
發生在松山分局轄內的竊案，承辦分局應於受理報案後 4 小時內通報刑事警察局 
發生在北投分局轄內的竊案，並非重大刑案 
這 4 件竊案一定是同 1 人或同 1 竊盜集團所為 

49 大陸領隊甲帶團在臺北旅遊時，與本地導遊乙發生衝突，進而毆打乙成傷，為趕到現場的警察以現行犯加以
逮捕。下列有關處置何者正確？ 
如果乙不提出告訴，表示案件不成立，警察可自行結案 
如果乙不提出告訴，其太太亦可就她先生被毆傷之事，對甲提出告訴 
如果乙不提出告訴，警察可自行將甲釋放 
基於不告不理原則，如果乙不提出告訴，警察不必進行蒐證 

50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下列何種案件不屬於重大刑案？ 
竊盜重要文件會影響社會安全情節重大之案件 深切影響社會治安、震撼社會人心之案件 
重傷害之案件  被竊人員係具外交身分之外籍人員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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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關於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等相關規範，何者錯誤？ 
性交易指有對價之姦淫或猥褻行為 
該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警政署 
有從事性交易之虞者，指有：坐檯陪酒、伴遊、伴唱、伴舞或其他涉及色情之侍應工作 
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

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 
2 司法警察逮捕現行犯後，下列何項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92 條得經檢察官許可而不予解送之情形？ 
刑法第 349 條之普通贓物罪 所犯最重本刑為 1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 
所犯為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經撤回者 刑法第 266 條第 1 項在公共場所賭博罪 

3 關於行動電話通聯分析與偵查應用，下列何項為最正確的敘述？ 
通聯分析結果可得知特定人的交往對象及可能住居所位置 
行動電話通聯紀錄資料，含有日期、時間、通話秒數、通話對象門號、簡訊文字內容及基地台等

內容 
手機序號可調閱通聯紀錄，但無法判定手機廠牌 
日本行動電話門號在國內漫遊時，因非屬國內行動電話公司，故無從調閱通聯紀錄 

4 下列關於「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執行職務聯繫辦法」之選項，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人員帶同被告外出繼續追查贓證、共犯，應於當日下午 7 時前解交檢察官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逮捕或拘提犯罪嫌疑人後，除依刑事訴訟法第 92 條規定得不解送者外，應

於逮捕或拘提之時起 16 小時內，將人犯解送檢察官訊問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職務，發生法律上之疑義時，得隨時以言詞或電話請求檢察官解答或

指示 
檢察機關與司法警察機關為加強聯繫，應定期舉行檢警聯席會議 

5 下列關於刑事案件之撤銷管制標準，何者錯誤？ 
嫌犯全部緝獲，贓證物齊全 
緝獲全部或部分嫌犯，而贓證物無法追回，但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事實，並經查證據確

鑿，全案移送法辦者 
緝獲主嫌犯一人以上，並追回部分證物，經查證確鑿，全案移送法辦者 
經檢察官指示後可撤銷 

6 有關司法警察於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之 2 所規定之權限敘述，何者錯誤？ 
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犯罪嫌疑人毛髮、唾液、尿液、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 
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得違反犯罪嫌疑人之

意思，採取其指紋、掌紋、腳印 
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犯罪嫌

疑人或被告之意思，予以照相、測量身高或類似之行為 
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犯罪嫌疑人之血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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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列關於刑案現場查訪的敘述，何者錯誤？ 
查訪內容應包含：刑案發生的經過、前後異常現象或可疑人、事 
司法警察於查訪時，宜著制服或出示證件 
為縮短偵查時程，於查訪時可不必考量週期性出現因素，如定點出現的攤販、巡守隊、通勤者等 
查訪時，不論受訪者地位，均應尊重社會地位，切忌任意批評 

8 下列關於刑案紀錄與資料運用的敘述，何者錯誤？ 
犯罪嫌疑人移送法辦者，移送單位應於發文移送翌日起 2 日內，將該移送書電子檔上傳刑事警察局 
凡遇臨、試、使、軍、領、外車牌遺失或車輛（牌）失竊，拖車車架、拖車牌及未領牌照之新車

等車輛失竊或車牌遺失，應於 24 小時內報由刑事警察局建檔 
警察機關接到司（軍）法機關之起訴書、不起訴處分書、刑事判決或裁定書後，應檢件分送被告

之戶籍地警察機關辦理註記 
刑案紀錄表應於受理刑案發生或破獲移送之時起，48 小時內填輸 

9 17 歲少年王小明應 19 歲友人李阿丁邀約慶祝生日，於 KTV 包廂中，王小明、李阿丁共同吸食沾有

K 他命之香菸助興，適遇警方臨檢，警方當場查獲少年王小明、李阿丁等 2 人吸食沾有 K 他命之香

菸，並查沾有 K 他命之香菸 2 支，此時，少年王小明應如何移送？ 
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之 1 條規定，移送管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移送管轄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之 1 條規定，處以行政裁罰 
未成年犯不用移送，詢問後責由家長管教 

10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的目的係為防制、消弭以兒童少年為性交易對象事件發生，下列何者非

該法處罰之對象？ 
與 16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性交易者 
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未滿 18 歲之人為性交易者 
未滿 18 歲之人與未滿 16 歲之人為性交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 18 歲之人為性交易者 

11 下列關於刑案移送與處理的規範，何者錯誤？ 
獲案之犯罪嫌疑人，應先查明有無刑案資料、通緝，附送供為偵查判決之參考，如有通緝並應以

移送書副本通知通緝機關 
移送竊盜、贓物案件若有合於宣告保安處分者，應於報告書對本案意見欄內註明擬請依法從重求

刑並聲請宣告保安處分等意見 
少年事件應以移送書移送 
持有、施用毒品案件應併案移送 

12 刑事案件扣押證物應隨案移送檢察官處理，但如經被害人請求，得視情節報經檢察官核可，將贓物

先行發交被害人保管，下列應注意情形，何者錯誤？ 
被害人填具贓物認領保管單，詳記贓物品名、規格、數量、特徵等一式兩份，並經案件承辦人審

核無誤後，始得發還 
經查確係被害人所有 
無他人主張權利 
經被害人說明贓物之品名、規格、特徵等相符，並指認確定 

13 偵查人員實施被害人、檢舉人或目擊證人指認犯罪嫌疑人時，應注意要領，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應為非一對一之成列指認 
指認人於指認前，不可先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 
指認前必須告知指認人，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 
實施照片指認，不得以單一相片提供指認，並避免提供老舊照片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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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沿途設置觀察據點，當被跟監對象沿途經過時，各觀察站人員將訊息往前傳遞，以達監控目的」，係

指何類跟監方法？ 
一路跟監法 平行跟監法 定線跟監法 方陣跟監法 

15 警察為執行警察職權，進行情報諮詢，得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相關資料，下列關於遴選第三人蒐集

資料之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遴選第三人時，應以書面陳報該管警察局長或警察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期間不得逾 1 年。認有繼續蒐集必要時，得於期間屆滿前報准延長之，但

延長期間不得逾 6 個月，以 1 次為限 
警察遴選第三人，應查核忠誠度及信賴度、工作及生活背景、合作意願及動機 
第三人之真實姓名及身分應予保密，並以代號或化名為之 

16 因人對人、人對物或物與物接觸而生成之證物，係指下列何項物證類型？ 
情況性物證 關連性物證 型態性物證 轉移性物證 

17 下列何者非屬內政部警政署暨所屬警察機關建置之資訊系統？ 
幫派管理作業系統 
治安顧慮人口資訊系統 
信用卡與金融卡資訊系統 
有無性犯罪或重大暴力犯罪 DNA 查詢系統 

18 刑案現場數位證物，處理時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現場查扣行動裝置，應開啟飛航模式或隔絕其通訊及網路功能，並注意行動裝置之電量 
應複製檔案至儲存裝置，以保持證物完整性 
刑案現場電腦為網路連線狀態時，應擷取與案情相關之資料，包含網站資料、社群網站、部落格、即

時通訊對話紀錄、網頁郵件、雲端儲存空間、點對點分享資料（Peer-to-Peer, P2P）等 
應避免操作錄製動作，以防止錄製時蓋寫儲存媒體現有紀錄 

19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偵查隊員警，持搜索票至新北市三重區某汽車旅館搜索，當場查獲小蔡

非法持有與施用沾有第三級毒品 K 他命香菸 1 支。試問：小蔡非法持有及施用第三級毒品相關行政

裁罰，應由下列何單位辦理為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 

20 下列關於普通刑案、重大刑案及特殊刑案偵查的責任區分，何者錯誤？ 
普通刑案由分局負責偵辦，並報告該管警察局列管。如發覺案情複雜，得報請警察局予以支援 
重大刑案由直轄市、各縣（市）警察局所屬分局負責偵辦，並報告該管警察局主動支援，必要時

得請求刑事警察局支援偵辦 
金門縣警察局、福建省連江縣警察局及內政部警政署各專業警察機關遇有重大刑案時，得由機關

首長逕向內政部警政署署長請求支援偵辦 
發生特殊刑案時，由內政部警政署署長指派刑事警察局主動支援，全面協調、統一指揮，合力偵辦 

21 下列關於通知證人相關規範，何者錯誤？ 
為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警察機關得使用通知書通知被害人（親屬）、告訴人、告發

人或證人、關係人到場說明 
通知證人之通知書應於應到時間之 3 日前送達之。但情形急迫者或案情單純者，得以電話、傳真

或口頭等方式通知之 
證人經通知到場者，應依原定時間及處所即時詢問，不得拖延 
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詢問證人時，如證人現為或曾為犯罪嫌疑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

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應告知得拒絕證言 
22 下列何者不屬於夜間亦得入內搜索之處所？ 

已打烊之有女陪侍酒店 假釋人與其妻子共同使用之處所 
在公開時間內營業之飲食店 常用為妨害風化之行為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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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關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古柯係以第二級毒品列管 
毒品之分級及品項，由內政部警政署會同衛生福利部組成審議委員會，每 3 個月定期檢討，報由

行政院公告調整、增減之，並送請立法院查照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 2 千萬元以

下罰金 
24 犯罪偵查過程中，旨在瞭解犯罪嫌疑人及其動機、犯行、過程與發展，係指下列何項？ 

心理剖繪 現場重建 案情研判 偵查計畫 
25 關於刑案現場勘察採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普通刑案由分局偵查隊負責現場調查、勘察及採證 
對於住宅或車輛實施勘察採證，除有急迫情形或經當事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外，應用搜索票 
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案件，應報請檢察官相驗，並予照相或錄影 
調查組由鑑識中心主任、鑑識課（股）長或資深之鑑識人員擔任組長，率同所屬人員負責現場勘

察、採證與記錄 
26 住宅竊盜犯喜歡利用傍晚時間，自防火巷觀察 2 樓住戶「應開燈而未開燈」的特徵，進而研判無人

在家後，再沿鐵窗攀爬至 2 樓進入行竊，此種犯罪行為，最符合下列何種概念？ 
作案手法（Modus Operandi） 簽名特徵（Signature） 
犯罪儀式（Criminal Ritual） 異常行為（Unusual Act） 

27 海洛因毒品犯罪中，犯罪黑話「走水路（臺語）」係指： 
將海洛因以靜脈注射方式進入人體 
以漁船走私海洛因 
加水稀釋海洛因後，以口喝下  
施用海洛因後，會出現脫水的戒斷症狀 

28 下列關於刑案現場的敘述，何者錯誤？ 
現場有人受傷，不論是被害人或嫌犯，均應立即送醫急救 
現場可使用現場封鎖帶、警戒繩索、標示牌、警示閃光燈或其他器材，以達成保全現場為原則 
命案現場的封鎖範圍以三道封鎖線為原則，最內層僅限檢察官、法醫、現場勘察人員及葬儀社人

員出入，其餘人員不可進入 
封鎖人員應站於封鎖線外警戒，非經現場指揮官同意，任何人不得進入 

29 在那種情況急迫下，員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規定逕行拘提？ 
因發現人之供述，且有人證指為正犯嫌疑重大者 
在押解過程中脫逃者 
所犯為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可能逃亡者 
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逸者，無論罪刑輕重，均可逕行拘提 

30 員警執行搜索任務時，下列注意事項，何者最正確？ 
搜索婦女之身體，無論何種原因，均不得由男警為之 
如遇受搜索人抗拒搜索時，得不擇手段強制搜索，以達成目的為主 
搜索完畢，應迅將搜索票連同搜索結果報告，繳還承辦檢察官 
搜索應保守秘密，並應注意受搜索人之名譽 

31 對於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中，有關執行搜索、扣押之敘述，何者最正確？ 
執行搜索時，得命持有人或保管人提出或交付應扣押之物 
無正當理由，若抗拒扣押者，也不得強制扣押 
若為職務上應守秘密者，雖經該管監督機關允許仍不得扣押 
搜索票所未記載本案應扣押之物，得扣押，並應立即報告該管檢察官及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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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經合法通知到案之犯罪嫌疑人，不接受指紋採取、照相等作為時，如有鑑定必要，可採取何種措施？ 
得違反犯罪嫌疑人之意思，由警方強制採取其指紋、照相以釐清案情 
有採證必要者，得報請該管法院核發鑑定許可書，強制採取 
有採證必要者，得口頭報請該管檢察官核發鑑定同意書，強制採取 
有採證必要者，得報請該管檢察官勘驗，強制採取 

33 員警偵查刑案有重要階段告一段落時，此時之報告時機稱為： 
捷報 專報 續報 結報 

34 基於偵防犯罪之需要，應廣為情報諮詢布置，下列何處不是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所指之重點諮詢地點？ 
夜市 珠寶業 醫院 學校 

35 第一位抵達現場之員警，有關緊急應變的處理，下列何者描述最正確？ 
抵達現場，先探查是否有人受傷，並應迅速救護或送醫 
救護傷患時，應避免破壞現場，如無法避免，只好等採證後，再救護 
員警護送傷患就醫時，不可途中詢問案件，避免打擾傷患的休息 
傷患就醫時，身上之衣物與案情無關，可直接丟棄，不需保存 

36 有關下列犯罪現場保全之相關規定，何者說明最正確？ 
封鎖犯罪現場後，非經勘察組長同意，任何人不得進入 
經許可進入者，只需戴手套即可進入現場 
封鎖現場得使用警戒繩索來保全現場 
封鎖範圍初期越小越好，以免影響交通，等勘察後俟需求再擴大即可 

37 有關犯罪現場勘察、採證之分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重大刑案現場指揮官，由管轄警察局長擔任 
普通刑案現場，由刑警大隊負責現場調查、勘察及採證 
犯罪現場應依任務需要，將人員區分為調查組及採證組 
調查組可由資深之偵查人員擔任組長 

38 依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 81 條規定，犯罪現場發現有爆裂物或疑似爆裂物時，應如何處理？ 
先通報鑑識單位至現場排除 
先通報刑警大隊至現場排除 
先通報勤務指揮中心派員至現場排除 
先通報刑事警察局偵查第五大隊至現場排除 

39 依照執行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強制採樣程序的相關規定，何者正確？ 
執行採樣時應優先採取血液樣本 
執行採樣時應優先採取唾液樣本 
血液樣本得由司法警察機關執行採取 
唾液樣本應由醫事人員採取 

40 有關火（炸）藥及爆炸遺留物之處理原則，何者正確？ 
火（炸）藥宜先由派出所員警酌採 0.5 公克送鑑 
可直接以塑膠夾鏈袋封裝送鑑 
爆裂物應由專家先行安全拆解後，再依規定採集適量火（炸）藥送鑑 
爆炸後爆裂物或碎片宜酌採少量送鑑即可 

41 重大案件發生後，對於人的清查十分重要，那種對象，較不須特別注意？ 
案發後，突告失蹤的關係人 
案發後，對本案漠不關心者 
案發後，忽然態度失常者 
案發後，突然生活奢華，吃喝玩樂不正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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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有關「跟蹤」和「監視」任務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監視乃對特定之人或物等偵查對象所作的一種秘密而持續的觀察活動，屬「流動觀察」 
監視目的在瞭解對象之活動情形，並防止其逃亡及湮滅證據 
跟蹤為對特定之人、事、地、物等對象實施秘密而持續的觀察，屬「固定觀察」 
跟蹤乃對特定之人或物等偵查對象所作的一種秘密而持續的觀察活動，屬「靜態觀察」 

43 跟蹤時形跡敗露，遭被跟蹤者察覺時，應採取何種因應措施最適當？ 
跟蹤對象反身往回頭走，不應正面接觸，掉頭離開即可 
騎乘汽機車故意繞行時，應儘量正面接觸，以免引起其注意 
被跟蹤對象故意製造突發事故時，千萬不能表明身分也不可採取反擊動作 
被跟蹤對象製造突發事故，執行人員應設法儘速撤離，以免陷入不利環境 

44 有關詢問犯罪嫌疑人之方法或告知犯罪嫌疑人之內容，何者最正確？ 
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後，認為應變更者，不需再告知 
告知犯罪嫌疑人不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對犯罪嫌疑人可先詢問其性別、興趣、收入，以查驗其人有無錯誤 
告知犯罪嫌疑人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45 有關偵訊筆錄製作之相關規定，何者最正確？ 
筆錄經受詢問人確認無誤後，應由受詢人、詢問人、記錄人及通譯、在場人等簽章 
受詢問人如拒絕在筆錄上簽名，得強制為之，方可發生筆錄之效力 
筆錄經詢問人簽章，如僅簽名，不需記載職稱 
筆錄有 2 頁以上，由詢問人及受詢問人當場於騎縫處加蓋印章或按指印 

46 派出所員警外出，實施查贓勤務時，下列那一行業不是主要查察的對象？ 
旅館 委託寄售業 機車保管業 金飾珠寶業 

47 員警偵查刑案時，出現下列那一情形，得函送管轄法院或檢察署？ 
檢察官命令移送者 
全案經調查完畢，認有犯罪嫌疑者 
告訴乃論罪，但未撤回告訴之案件 
犯罪證據不明確，但被害人堅持提出告訴者 

48 有關處理少年事件之相關規定，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少年事件處理法之少年係指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 
警察機關尋獲少年到案時，須通知學校老師即可 

7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人，若觸犯刑法之行為者，不需移送該管少年法院 
未滿 14 歲者，不得逕行拘提 

49 員警處理有關性侵、性交易、家暴等案件之規範依據，何者正確？ 
偵辦性侵案件，應依警察機關防治性侵害工作手冊辦理 
偵辦少年性交易案件，應依警察機關防治性侵害執行計畫辦理 
偵辦家暴案件，應依警察機關防制兒童及少年性交易執行計畫辦理 
偵辦性侵案件，應依警察機關防制兒童及少年性交易工作手冊辦理 

50 依法執行搜索、扣押、逮捕時，有關涉外案件之處理，下列何者正確？ 
逮捕、拘提外國人後，應即時通知其本國駐華使領館，當事人亦可反對通知 
涉案人若為一般外國人，不須告知當事人與其本國駐華使領館聯繫，以請求協助 
員警偵查犯罪持合法搜索票時，可任意進入使領館執行搜索任務 
進入使領館後未經館長同意者，不得搜索，但可自由翻閱或影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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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選項何者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偵查主體？ 
司法警察官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官 
檢察官  警察機關分局長以上長官 

2 A 係某市政府警察局派出所的警員，某日民眾甲前來報案，渠停放於屋外機車遭竊，下列程序何者錯誤？ 
請民眾詳述失竊過程並製作筆錄 
了解失竊周遭有無監視錄影設備 
通報分局或有關單位 
赴現場勘察同時請民眾提供車籍資料，視車輛價值決定由分局或派出所偵辦 

3 關於搜索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係對人或物的強制處分 
緊急搜索係指司法警察（官）懷疑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住宅時，即可對該住宅逕行搜索 
司法警察（官）欲進行搜索時，應向檢察官提出申請，經檢察長核定後核發搜索票 
檢察官所為之緊急搜索可為無票搜索，應於實施後 5 日內陳報該管法院，法院認為不應准許者應在 3 日內

撤銷 
4 當司法警察詢問證人時，如證人與犯罪嫌疑人有下列何種情形時，不得拒絕證言？ 
現為犯罪嫌疑人之三親等之姻親 曾為犯罪嫌疑人之配偶 
與犯罪嫌疑人訂有婚約者 曾為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者 

5 關於告發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基於國民義務，任何人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 
告發只需申告犯罪事實，毋庸知悉犯罪嫌疑人 
可以書面或口頭為之 
警察人員受理言詞告發時應製作筆錄 

6 關於犯罪現場封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現場封鎖以保全跡證為主 
重大刑案應運用三段式區分法來進行現場封鎖 
現場封鎖必須使用警示閃光燈、警戒繩索等以進行管制，是否指派員警進行警戒，需考量人力因素 
對於高階警官或媒體到現場了解狀況時，至多允許彼等進入第二段管制區 

7 在武器對等、保障人權等原則下，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對於強制辯護已有完善的規範，司法警察（官）
偵查時，對下列何種未經選任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應通知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 
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 具原住民身分者 
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 檢察官或審判長認為有必要者 

8 跟蹤乃偵查人員為達成偵查犯罪任務，對特定人或物所作的一種秘密而持續的觀察活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為破案需要，所以絕對不可發生脫蹤情事，縱有事故發生亦應固守崗位 
是一種固定觀察 
被跟蹤對象進入建築物，由其他出口脫蹤，執行人員應視狀況重新部署或採取必要之措施 
執行時為求隱密，人數不得超過 3 人 

9 諮詢布建為犯罪偵查手段，更可收到預防犯罪目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以運用諮詢人員共同執行任務 
諮詢人員應常至辦公處所泡茶聯誼以培養感情默契 
儘量採取單線聯絡方式 
用人不疑，所以毋須運用其他諮詢人員進行相互監視掌控 

10 甲為國軍現役中校軍官，為向友人炫燿，將部隊槍枝攜回把玩，經人檢舉，你是查獲該案的員警，應如何處置？ 
甲為現役軍人應移送軍事法院檢察署追訴 
甲觸犯之罪為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竊占公用器材、財物，應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追訴 
甲觸犯陸海空軍刑法第 64 條之罪，應移送軍事法院檢察署追訴 
甲觸犯陸海空軍刑法第 64 條之罪，應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追訴 

cq
文字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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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於搜索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官）搜索以令狀主義為原則 
司法警察（官）執行拘提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身體、攜帶物件，但不包括其

所在處所 
雖無搜索票，但司法警察（官）在徵得受搜索人同意，仍得進行搜索 
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以夜間不得入內搜索為原則 

12 警員甲、乙二人晚間 11 點巡邏時擬對騎士丙攔車盤查，丙不但不停車反加速離去，經追逐後攔下，發現丙
攜有安非他命及 K 他命予以逮捕，返回派出所後擬進行詢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在夜間必須徵得丙同意 
應先進行人別詢問、告知所犯罪名及得選任辯護人等權利 
詢問時應全程連續錄影 
丙在詢問時供稱，安非他命及 K 他命係丁提供，甲、乙二位警員必須先向檢察官申請拘票後才能拘提丁 

13 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我國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毒品分成三級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執行毒品防制工作，依法須設專責組織 
安非他命毒性較輕，屬於第三級毒品 
施用第一、第二級毒品，不分次數，採勒戒及刑事併罰 

14 關於 K 他命（Ketamine）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屬於第三級毒品 
屬合法的管制藥品，有麻醉效果，可用在外科手術 
服用後會開始產生幻覺，藥效退去後仍有可能持續影響協調、判斷能力 
施用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15 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為組織犯罪構成要件外，下列敘述何者亦屬之？ 
必須 2 人以上 有公開結盟的儀式 有內部管理結構 有共同使用的經費 

16 關於重大刑案勘察採驗規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為求時效，由刑警大隊長擔任現場指揮官 
分局長、刑警大隊長抵達現場，應先聽取最先抵達現場人員報告現場發現（生）經過、初處理及調查情形 
因應任務需要，應將人員編組成警戒組、調查組 
鑑識中心主任、鑑識課（股）長或資深之鑑識人員擔任調查組組長，率同所屬人員負責現場調查、採證與

記錄 
17 法有明文，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司法警察（官）調查時不適用 
在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每一被告選任辯護人以 1 人為限 
選任辯護人需以書面或口頭委任 
犯罪嫌疑人、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陳述時，在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司法警察（官）應主動通知法

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 
18 人民遭逮捕拘禁應於 24 小時內解送管轄法院，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之 1 有不予計入的法定障礙事由，下列何

者不屬之？ 
高速公路嚴重塞車 
因為濃霧致航班取消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為新住民，必須等候通譯到達現場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體質過敏鼻水噴嚏不止 

19 通訊監察為偵查犯罪的重要手段，下列之罪何者為不得聲請通訊監察書之罪？ 
刑法第 201 條偽變造有價證券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違背職務行賄罪 
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傷害罪 
證券交易法第 173 條行賄證交所董事、監事及受僱人違背職務罪 

20 下列何者非屬告訴乃論之罪？ 
刑法第 239 條通姦罪  刑法第 240 條第 2 項和誘罪 
刑法第 294 條違背法令撫養義務遺棄罪 刑法第 315 條妨害文書秘密罪 

21 關於告訴乃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應於知悉犯罪時 1 年內提出告訴 
得為告訴之人有數人，其一人遲誤期間，其效力不及於他人 
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其效力不及於其他共犯 
告訴後不得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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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洗錢罪的構成要件為何？ 

只罰為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掩飾隱匿，不罰為自己重大犯罪所得之洗錢 
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皆為洗錢防制法第 3 條所稱重大犯罪 
不論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因犯罪取得之報酬，皆屬犯罪所得 
只要有犯罪所得並對不法所得進行掩飾隱匿即有洗錢罪之該當 

23 下列何者非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規定，應移送少年法庭或少年及家事法院處理之事件？ 
觸犯刑罰法律行為者  參加不良組織者 
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刀械者 男女關係複雜且發生性行為者 

24 下列何者不是對兒童及少年的性剝削？ 
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 
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利用兒童或少年販售色情光碟、書刊 

25 下列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何者在警察機關訊問後可逕為處分？ 
於警察人員依法調查或查察時，就其姓名、住所等為不實陳述 
從事性交易 
無正當理由攜帶開啟、破壞門窗、鎖之工具 
加暴行於他人 

26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下列何者非屬重大刑案？ 
海盜罪  過失致死案 
縱火手段恐嚇勒索案  傷害致死案 

27 震驚社會的嘉義醃頭案發生時，馬上成立專案小組負責偵查，如該小組設於內政部警政署，下列何者非合適
之小組成員？ 
內政部警政署署長  嘉義縣警察局刑警大隊長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長 嘉義縣警察局局長 

28 有關自首案件，下列作為何者正確？ 
犯罪行為人對已被發覺之犯罪，親自向檢察官申告犯罪事實，為自首 
犯罪行為人對已被發覺之犯罪，委託他人，向警察機關申告犯罪事實，為自首 
犯罪行為人對未被發覺之犯罪，委託他人，向檢察官申告犯罪事實，並表明願受法律裁判者，為自首 
犯罪行為人對未被發覺之犯罪，親自向法官申告犯罪事實，雖未表明願受法律裁判者，亦為自首 

29 最先抵達刑案現場的員警，要注意現場跡證及其關係位置，下列何者不屬於要特別注意之易消失的跡證？ 
溫度 血跡 氣味 聲音 

30 情報諮詢是發現犯罪的關鍵，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下列何者不屬重點諮詢地點？ 
醫院、診所 網咖 夜市 車輛美容業 

31 抵達槍擊命案現場，對於射擊殘跡證物之處理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案發後 8 小時內儘速採集未經清洗、擦拭、救護之手部殘跡 
案發後 12 小時內儘速採集未經清洗、血跡污染之最外層衣物表面殘跡 
同案有槍彈證物可供鑑定者，以射擊殘跡證物之鑑定為優先，並將槍彈證物暫時保存，視需要，再行送鑑 
查獲槍彈證物，宜同時採取其彈殼內射擊殘跡備驗 

32 執行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例強制採樣時，採樣之樣本①血液樣本 ②唾液樣本 ③毛髮樣本的優先順序為何？ 
①②③ ②①③ ③①② ②③① 

33 發生重大刑案，現場勘察採證時，下列何種規定正確？ 
現場應依任務需要，將現有人員區分為鑑定組及勘察組 
刑事警察局派員協助，以該局現場勘察編組組長擔任勘察組長 
重大刑案由管轄警察局刑警大隊長擔任現場指揮官 
勘察組由刑警大隊長擔任組長 

34 偵查犯罪的要領，在人之清查中，下列那些對象應特別注意？①案件發生後，態度忽然失常者 ②在地方有
前科資料者 ③對本案發展不關心者 ④案件發生後，突然生活奢華，吃喝玩樂不正常者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35 關於偵查計畫之敘述或內容，下列何者正確？ 
偵查計畫之內容不含跡證鑑定情形 偵查計畫之內容包含案情研判 
無論是否能立即偵破的案件，均應有偵查計畫 偵查計畫之內容不含部署進度 

36 實施跟蹤監視應針對不同時、地等因素隨時變化偽裝，下列敘述何者不宜？ 
隨身攜帶之武器不得顯露 妥備適當之交通工具，以應急需 
應打扮舞台化妝，避免被認出 攜帶簡便偽裝衣物，可快速掩飾改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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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有關詢問犯罪嫌疑人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嫌疑人不能到場，應強制其到場，不得就其所在詢問 
詢問犯罪嫌疑人，應在警察機關之偵詢室為之 
詢問犯罪嫌疑人，應嚴密監護，以防止脫逃、施暴、自殺等意外情事 
犯罪嫌疑人有其他必要情形，亦得就其所在詢問 

38 司法警察於下列何種情形，不得在夜間詢問犯罪嫌疑人？ 
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者 
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 
經分局長許可者 
經檢察官許可者 

39 關於執行拘提逮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拘票有二聯，執行時，應一聯交被拘提人或其家屬，另一聯繳交法官或檢察官 
逮捕現行犯時，應將逮捕拘禁之原因，以書面告知其本人及指定之親友，至遲不得逾 24 小時 
拘票得於轄區外執行，惟如情況緊急時基於保密，事後不需再知會當地警察單位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通緝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同意，不得逮捕或拘禁 

40 員警依法拘提公務員或軍人身分之犯罪嫌疑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知照該管機關長官協助執行 得知照該管機關長官協助執行 
無須知照該管機關長官協助執行 只要有拘票，是否知照該管機關皆無所謂 

41 關於搜索扣押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實施搜索前應充分了解搜索目標、標的之基本資料及特性 
執行搜索、扣押時，應攜帶搜索扣押筆錄及照相機等蒐證器材 
執行搜索扣押，不需要戴手套 
搜索進行時，並注意安全防護措施及行動保密 

42 關於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得羈押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證據之虞者 
所犯為最輕本刑 5 年以上有期徒刑者 無一定之住所或居住所 

43 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司法警察機關得： 
逕行拘提 逮捕 強制到案 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44 關於搜索、扣押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搜索發現可為證據之物，得扣押之 
發現本案應扣押之物為搜索票所未記載者，亦得扣押之 
扣押搜索票尚未記載之物者，應於執行扣押後馬上報告該管檢察官及法院 
扣押，經法院撤銷者，應將扣押物發還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 

45 關於夜間得入內搜索之處所，下列何者錯誤？ 
假釋人居住在內 
常用為賭博或妨害風化行為之處所 
列管為毒品人口之住居所 
飲食店等夜間公眾可出入之場所，仍在公開時間內者 

46 扣押物應隨案移送檢察官處理，扣押物若為贓車，下列處理程序何者錯誤？ 
扣押物笨重不便搬運，得命所有人保管，不需將保管單隨案移送 
贓車經查確係被害車主所有，如經車主請求，得報經檢察官核可，先行發交被害人保管 
被害人（車主）填具贓物認領保管單，經簽報機關主官批示始得發還 
欲將贓車發交被害人保管前，車輛特徵亦經被害車主指認無訛，且無他人主張權利 

47 關於證據與自白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發現贓物時，應依法予以扣押 
查證自白時，講求迅速、深入、澈底，不需保密 
自白應出於自由，且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48 刑案發生被害人親自到派出所報案後，刑案紀錄表應於多久時間內填輸？ 
8 小時 16 小時 24 小時 48 小時 

49 關於發現享有外交豁免權之使領館人員的涉外案件處理，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偵查犯罪，非經當事人之同意，不得任意進入享有外交豁免權之使領館人員的住宅，進行蒐證作為 
發現涉外刑事案件，應先控制、保持現場後，立即會同刑事警察人員偵辦 
發現使領館涉有犯罪，事先徵得使領館館長之同意進入後，未經館長同意，不得搜索、扣押，但可翻閱或

影存文件 
因辦理刑案，有請求駐外刑事聯絡官協助之需者，應洽內政部警政署國際組特勤科通報辦理 

50 現行警察機關對於犯罪案件的管轄責任區分，對照刑事訴訟法概念，屬於： 
事物管轄 土地管轄 競合管轄 牽連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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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犯罪偵查概要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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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備　　註： 第6題答Ｃ或Ｄ或CD者均給分。

標準答案：答案標註#者，表該題有更正答案，其更正內容詳見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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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  
100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30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行政警察人員 
科  目： 警察情境實務概要（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

權保障與正當法律程序）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甲、 申題部分：（60 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當你執行汽車巡邏勤務時，於直行路段發現前方有一載運砂石之貨車沿途滲漏泥水，你

攔停該貨車進行檢查時，對於執勤者、駕駛人與其他用路人應注意之執勤安全包含那些

方面？請分別敘述之。（20 分） 

二、甲向轄區派出所報稱，其鄰居夫婦五天前晚上發生激烈爭吵後，先生即外出，此後未曾

看見他返家，這段期間亦未見鄰居太太出門。因鄰宅發出惡臭，乃懷疑鄰居太太可能死

亡。你奉派前往現場，該處所為一獨棟別墅，正門面向馬路，門口與馬路間有寬 5 公尺、

長 15 公尺的車道連接，其餘三面為廢耕的稻田。你進入後發現有一婦女死亡，應如何

初步處理現場？（20 分） 

三、你執行交通稽查勤務，於重要幹道發現一部汽車違規停車，嚴重影響交通，而駕駛人不

在現場，你應如何對該車作移置保管？（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警察偵辦槍擊殺人案件，認為特定人涉嫌重大，已獲得情資掌握嫌犯所在，並預定明日午夜時分趁其睡夢中進行圍捕。
有關策劃攻堅行動過程，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本項圍捕攻堅行動應事先聲請搜索票 本項圍捕攻堅行動應事先聲請發布通緝 
本項圍捕攻堅行動得依現行犯逮捕 本項圍捕攻堅行動該當緊急逮捕 

2 陳姓居民的女兒在外地就讀大學，中秋節未見返家團聚，打電話到學校及其住處詢問，仍未見其行蹤，三天後到派出
所請求協助。你是值班員警，在受理失蹤人口報案時，應請報案人提供何種完整資料？ 
報案人的身分證明文件、失蹤人最近照片 報案人及失蹤人的身分證明文件、失蹤人最近照片 
失蹤人的身分證明文件、失蹤人最近照片 毋須提供身分證明文件，只須繳交失蹤人最近照片 

3 某一位與你同派出所的同仁不想執行被分配到的工作，認為他不必盡力完成任務，遇到這種情形時你會如何處理？ 
向長官抱怨這種情形  向這位同仁勸導，大家是團隊成員，應該全力合作 
不必理會，這是上級長官自己應察覺並予以糾正的事 向其他同仁打聽，了解他不盡力完成任務的原因 

4 你為某警察局於山地管制區所設置之某檢查所所長，對於下列何種人士，經查驗身分證明文件後，得准其在不經申請
許可程序下出入山地管制區？ 
具有原住民身分者 從事登山健行活動者 入山傳教之傳教士 辦理慈善事業之人員 

5 你於巡邏時，發現路旁有一路人腳步蹣跚、眼神迷惘，手持塑膠袋、強力膠包裝紙盒，嘴角有沾黏黃色物體時，依你
的判斷，該路人可能為何種情狀之人？ 
可能為酗酒酒醉之人  可能為吸食使用違禁物之人 
可能為精神障礙之人  可能為行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人 

6 你正要詢問重傷害案被害人筆錄時，發現四周被記者、被害人之配偶、兄弟、父母等人團團圍住，你應如何處置？ 
所有人均須離開，不准任何人在場陪同 
只要經檢察官同意，即可讓所有人在場陪同 
命令記者離開，可讓被害人之配偶、兄弟、父母等人在場陪同 
命令記者、被害人之兄弟、父母等人離開，只可讓被害人之配偶在場陪同 

7 你是值班員警，在受理身分不明遊民之案件時，你受理報案後下列何者為優先處置？ 
派遣備勤人員至現場帶回或通報相關單位 上網查尋比對資料及更正資料 
派遣備勤人員護送至社會救助機構收容 依相關規定填寫工作紀錄簿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0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  
100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30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行政警察人員 
科  目： 警察情境實務概要（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

權保障與正當法律程序） 
 

全一張 
（背面）

8 你於執行路檢勤務時發現有一機車騎士超速及行駛禁行機車之內側車道，你攔停該騎士後，其質疑警察實施路檢之正
當性，下列何項處置不適當？ 
警察應婉言告知，係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實施路檢及取締，目的為保護社會安全及維護公共秩序 
警察應明確告知交通違規行為及規定，要求出示駕照等相關證件，並請駕駛人配合執行 
若拒絕陳述，警察應告知其行為已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倘不配合，將移送法院依法辦理 
若不同意受檢，並表示異議及請求時，警察為維護社會安全，不須理會，依法繼續盤查 

9 你擔任值班勤務時接獲民眾電話報案，經你受理記錄後，發現該案發地點非屬本派出所轄區，下列處理方式何者最佳？ 
報告所長或副所長，請其處理  
直接轉報管轄派出所，請該所派員處理 
即時通報管轄派出所派員處理，並傳送受理報案紀錄予管轄分局勤指中心處理 
為免轉述失真，應將管轄派出所電話告知報案人，請其向管轄派出所報案 

10 你正在執行取締砂石車超載勤務，發現前方有一輛半聯結砂石車滿載砂石，引擎聲音很大但車速甚慢，你懷疑該砂石
車有超載之嫌，遂吹哨攔停，砂石車不願配合反加速離去，但駕駛人自知難以逃跑，遂將車輛停於路邊後即離去不見
蹤影，你隨後到達現場，下列作為何者錯誤？ 
由具有聯結車駕照之員警駕駛該車過磅並全程錄影蒐證，如有超載可逕行舉發 
逕行舉發其不服從指揮稽查 
對違規車輛實施拍照蒐證 
丈量其貨廂長、寬、高，計算其容積，如有超載可逕行舉發 

11 你於執行巡邏勤務時，接獲民眾報案，指稱前處墳場中有幫派分子持刀相互砍殺，你到達現場時，發現現場有四人，
二人已死亡，另二人重傷，下列何者為最優先的處置？ 
先將現場狀況通知派出所所長與分局長 通知 119 派車將傷者送附近醫院救治 
立即退出現場並以封鎖帶封鎖現場 電告葬儀社派人到現場協助驗屍 

12 你於查辦電腦詐欺犯罪案件期間，依法執行電腦搜索時，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遇到搜索對象為國立高中學校時，逕行進入執行之  
電腦之檔案證據應返回警察辦公室處所列印，以免外流 
應讓受搜索人與電腦保持距離，避免其接觸電腦刪除檔案證據 
為求提高效率，可安裝拷貝任何程式至受搜索人電腦中 

13 你執行夜間巡邏勤務，突見有數名少年砸車破壞，驅車靠近後少年一鬨而散，迅即離開現場，有民眾追呼中。下列法
律認知判斷作為何者正確？ 
基於不告不理，待確認被害人提出告訴再行偵辦 被害人若自行逮捕送辦，警察應予移送地檢署 
毀損屬告訴乃論之罪，不得以現行犯逮捕 經現行犯逮捕，另為查贓得逕行搜索居所住宅 

14 你和警員甲抵達某兇殺現場，已妥適做好現場隔離、保全與救護工作，並已通報上級與請求支援。隨後任務分工甲待
命警戒，下列何者是你最恰當的作為？ 
靜候上級指示  向新聞記者簡要說明案情 
進入現場勘察採證  記錄相關人事時地物等情資與可疑狀況 

15 偵查隊長率員查獲職業賭場，查扣賭具、賭金並帶回賭客、賭場幹部、賭場負責人等犯罪嫌疑人近 50 人，你是偵查
隊偵查佐，受命負責偵訊其中一名賭場幹部並有抽頭行為之嫌犯甲，下列關於詢問筆錄原則，何者錯誤？ 
詢問前應先行了解全盤案情，查驗其姓名、年齡、住居所等基本資料 
與其他賭客應隔離詢問，但為發現真實必要時，得命甲與其他賭客或賭場負責人對質 
因犯罪嫌疑人太多，錄音設備不夠，可免於詢問時全程錄音，惟應將原因具體記明於筆錄 
詢問前應告知甲有保持緘默、選任辯護人、請求調查有利證據之權利 

16 當你在交通事故現場處理肇事逃逸案件時，對於欲偵破該肇事逃逸案件中，下列何種現場跡證最具關鍵？ 
確認傷者血跡位置 找尋車體之散落物 找尋車輪之煞車痕 找尋路面上之落土 

17 你執行機車巡邏，於人車流量少之路段，發現前方機車有違規跨越中心分向限制線行駛時，對該機車違規情形，下列
何者是你最應做的處置？ 
尾隨至其後方按喇叭警告他 秉公處理將其攔下並依據違規事實予以告發 
尾隨其後並與其愈離愈遠不用理會他 加速往前超越他並按喇叭警告他 

18 你處理交通事故時，在完成現場事故人、車等跡證之照相、測繪之後，下列何者是你最優先的處置？ 
代保管當事人駕、行照  詢問事故當事人之行車方向 
詢問事故當事人財物損失情形 請事故當事人在事故現場草圖簽名 

19 你是派出所警員，於執行巡邏勤務中盤查人車，遇有民眾拒停車受檢而逃逸時，下列何項作為最適當？ 
開槍示警，迫使停車受檢  強行攔檢，以防逃逸 
通報勤務指揮中心，請求支援 開車鳴笛追捕，掌握第一時間 

20 你於夜間執行稽查「酒後駕車」專案勤務，發現有車輛未開啟大燈，行駛速度忽快忽慢且忽左忽右，你覺得可疑將該
車攔下，駕駛人停車後卻門窗緊閉不願下車，下列何者是你應優先處置的作為？ 
請其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打破車窗或開鎖，強制其下車 
開單舉發拒絕接受酒精濃度檢測 以口頭或以書面置於車窗明顯處告知稽查事由，請其配合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類科名稱：

１００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特種考
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警察情境實務概要（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
）（試題代號：3601)

題　　數：20題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A B B A D C A D C D B C B D C B B D C D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行政警察人員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1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30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行政警察人員 

科  目： 警察情境實務概要（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
權保障與正當法律程序）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

 

正面）

甲、 申論題部分：（60 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一名早起運動民眾發現公園內有一只大型帆布袋，且已有血水滲出，兩名員警接獲報案
前往查看處理，抵達現場後，發現袋內確實有被肢解之屍體。你是帶班員警，應如何執
行現場保全與警戒工作？（20 分） 

二、依某派出所勤務表，警員甲為 0 至 4 時值班勤務，警員乙為 2 至 4 時備勤及 4 至 8 時值
班勤務，約於 3 時 50 分派出所轄區發生車禍，乙隨即前往處理，逾 4 時乙仍未返所。
試述值班勤務之執行要領與警員甲之處置方式為何？（20 分） 

三、曾有員警於市區道路執行車輛稽查取締勤務時，因攔車導致被衝撞致死意外，為避免此
類情況發生，你於執行路邊車輛稽查取締時，對於選擇安全之攔檢地點，應考量那些因
素？（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當你抵達交通事故現場處理事故，遇到民眾或事故當事人，欲對肇事者採取暴力行為時，下列何者是你最應優先處理
的作為？ 
儘量向事故當事人說明事故發生的情形，以平息紛爭  
立即制止民眾與事故當事人之暴力行為 
以無線電通知相關單位，並迅速加派警力到場協助處理 
繼續執行事故現場跡證蒐證工作，以確保當事人權益 

2 你是派出所警員正在線上巡邏時，接獲勤務指揮中心通報民眾報案告知遭家暴，而其本身已有法院核發之保護令，你
到達現場後發現家暴加害人仍在現場，應採取何種作為？ 
徵詢雙方是否願意和解  徵詢被家暴對象是否要逮捕加害人 
查訪案發現場有否目擊證人 立即逮捕加害人製作筆錄 

3 你是警勤區警員，遇有治安顧慮人口某甲屢查不遇時，下列處理方式何者不宜？ 
向附近鄰居探詢甲是否居住該處及日常活動狀況 製作約定查訪通知單，設法與甲連繫約定查訪 
多次查訪甲未遇，以空口（戶）通報戶政事務所 協請鄰長或熱心居民注意甲出入交通工具與在家休憩時間 

4 外勞甲乙二人於 22 時，在超商竊取高梁酒乙瓶及涼麵二盒，派出所受理超商店員報案後，當場逮捕涉案外勞，帶回
派出所製作詢問筆錄，下列何者正確？ 
可通知辯護人，等候其到場時間不得逾 2 小時 甲反對夜間詢問，仍可就其人別進行查驗 
由一名員警詢問及另一名製作筆錄，即可不必錄音 甲乙二人就案情互相推諉，甲請求與乙對質應予以拒絕 

5 你是派出所警員於執行路檢勤務並架設錄影機錄影時，經攔查一部闖紅燈交通違規車輛，據該違規駕駛人聲稱肚子痛，
急著看醫生才會闖紅燈，且現場有民眾圍觀，你應如何處置？ 
不予掣單舉發，令其離去  掣單舉發後，令其離去 
斥責後掣單舉發，令其離去 告知錄影查核身分逕行舉發 

6 你是派出所警員擔服家戶訪查勤務，有民眾慌張向你報稱其女兒放學未歸不知去向，你受理案件時最不可能採取下列
何種處置？ 
主動徵詢報案人提供失蹤人照片及同意公開查詢等意願，並於筆錄內載明 
立即輸入內政部警政署「失蹤人口暨身分不明者電腦網路系統」 
應視需要通報查尋，並立即與內政部警政署身分不明檔實施比對，再將比對結果陳報內政部警政署 
失蹤人口查尋案件，如涉及刑事，應立即通報刑事單位處理 

7 派出所接獲民眾報案，發現單身甲女陳屍出租套房內，經調閱通聯，發現甲女與乙男有頻繁通話紀錄，且有證人稱乙
男於案發日與甲女曾發生激烈爭吵，警方依法通知犯罪嫌疑人乙男到場詢問，惟乙男無正當理由而不到場，下列做法
何者正確？ 
報請地方法院檢察署發布通緝令 報請地方法院發布通緝令 
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  不經傳喚逕行拘提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1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30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行政警察人員 

科  目： 警察情境實務概要（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
權保障與正當法律程序） 

 

全一張 
（背面）

8 你和資深巡佐共同擔服巡邏勤務，該巡佐建議預簽所有巡邏箱，再找個地方休息。你雖不想違反勤務規定，但也怕得
罪該巡佐，此時你最適當的處置為何？ 
將該事件立即報告派出所所長 委婉建議巡佐依照勤務規定執勤 
按照巡佐建議，提前預簽所有巡邏箱 告訴巡佐先去休息，你會處理好簽巡工作 

9 你接獲勤務指揮中心通報處理 A3 類交通事故，趕赴現場後因雙方當事人未受傷，當場欲自行和解，表明不須警方處
理，下列何種處置最正確？ 
可免實施現場測繪、攝影等蒐證作為 可免製作調查報告表 
可免製作談話紀錄  有明顯違規事實者，可免予以舉發 

10 你值班時有民眾因住宅失竊親自到所報案，經你受理後，發現該住宅不是派出所的轄區，下列處理方式何者最佳？ 
為把握時效，立即通知備勤同仁，協助將報案人帶往管轄分駐（派出）所處理 
應即製作報案筆錄，並於 24 小時內將筆錄及受理報案紀錄影本，陳報分局，由分局接續辦理 
應即製作報案筆錄，通知管轄分駐（派出）所派員至本所接辦處理 
應依文書處理作業相關規定掛號列管，並即函轉或傳真通報管轄分局處理 

11 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時段，某投票所外 30 公尺內有人大聲喧嘩，影響投票進行，你是該投票所之警衛人員，該採取下
列何項作為？ 
逕予制止  逕予取締法辦  
通知主任監察員予以制止  通知主任監察員予以處置 

12 你正處理一件 A2 類事故，現場肇事車輛配備有行車錄影設備（通稱行車紀錄器），為釐清事故發生過程與責任，該
行車錄影設備之處置，下列何者不當？ 
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予以扣留 依行政執行法予以扣留 
依刑事訴訟法予以扣押  應製給收據或證明文件 

13 甲出租房屋給乙，乙因生意經營不佳，發生財務危機，已有 5 個月未繳房租。甲找乙洽談多次，但未有結果，憤而到
派出所報案，下列何者不是受理本案員警應提供民眾的解決方法？ 
建議甲可向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建議甲可向權責行政機關洽詢辦理，對乙提起刑事訴訟 
警察機關不主動介入處理民事糾紛案件，建議甲可自行和解 
警察機關不主動介入處理民事糾紛案件，建議甲可提起民事訴訟 

14 槍擊案被害人甲送醫急救後暫時無生命危險，你接獲醫院通知，前往醫院詢問甲，針對甲製作筆錄時，下列原則何者
正確？ 
告知其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不得於夜間行之 
一定要先發通知書，合法送達 24 小時後，始能詢問甲並製作筆錄 
詢問時，得由配偶、醫師在場 

15 你是分局偵查隊偵查員，為偵查慣竊之需要，擬遴選第三人協助蒐集資料，下列何者不正確？ 
應經該管警察局長或警察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如任務需要而從事違反法規之行為，報經核准後不予追究 
不給予第三人任何名義及證明文件，亦不具警察之職權 
蒐集工作結束後，應與該第三人終止合作關係 

16 邇來發生多起員警執行交通稽查涉有不當追車，衍生執法爭議。下列何種情境不可尾追，以免駕駛人驚慌失控，發生
意外事故？ 
該車乘載有重大要犯  該車明顯事實有犯罪嫌疑 
該車經「M-Police」查證顯示為贓車者 因闖紅燈之交通違規而逃逸者 

17 你查獲施打海洛因案件嫌犯要採驗尿液時，下列何者正確？ 
採尿時可讓嫌犯攜入手提袋  
尿液檢體分裝二瓶，每瓶須達 30 毫升 
若尿液量不足時，可每隔 1 小時提供 750 毫升水，促進排尿 
犯罪嫌疑人應於裝檢體容器外捺右大拇指指紋並封緘 

18 你在交通繁忙之路口執行交通指揮勤務，當號誌轉換之際，你高舉右手指示各方車輛停車，此時有一小客車不聽從指
揮，仍強行通過路口，經吹哨制止仍不聽從，下列何種作為最恰當？ 
立即攔下該車，掣單舉發  通報勤務指揮中心攔查舉發 
記下車號、車型，逕行舉發 立即攔下該車，實施勸導免予舉發 

19 你是派出所警員，在夜店實施臨檢勤務時查獲毒品相關證物，現場有多名關係人，惟非全部人均坦承犯行，有部分嫌
疑人否認施用毒品，你對未坦承施用、持有毒品之人，如何處理最適當？ 
當場放行讓其離去  帶回製作筆錄並採集尿液送驗 
逕以現行犯逮捕移送法辦  先行讓其離去，事後有需要再通知其到場 

20 你是山地管制區派出所值班警員，剛從電視報導得知，中央氣象局已發布颱風形成預警訊息，不久即有數名民眾前來
申請要進入該轄山地特定管制區登山健行之入山許可，你該如何處置？ 
暫停核發入山許可證，以策安全  
告知颱風預警消息，委婉勸導改期申請 
請示所長是否得予許可   
要求其務須攜帶 GPS 衛星定位儀或衛星電話等通訊設備，始予許可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類科名稱：

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警察情境實務概要（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
）（試題代號：3601)

題　　數：20題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B D C B D C C B C B A B B D B D B C B B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行政警察人員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2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行政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情境實務概要（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障與正

當法律程序）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60130 
頁次：4－1 
   

甲、申論題部分：（60 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週一早上你擔服某主要幹道路口 7-9 時之交通指揮勤務，到達該地點時你發現該路

口號誌故障不亮，各行向車輛互不相讓，造成路口交通打結壅塞，且路口有兩部

違規停車影響車流順暢（車主均不在場），請問你該如何處置以有效疏導交通？

（20 分） 

二、深夜一點多，張先生於巷口遇到剛從附近喝酒後之甲乙二人，因藉酒意於街道大聲

咆哮，張先生出言勸阻，引發甲不滿而痛毆張先生，過程中乙雖未動手毆打，但未

拉阻甲之傷害行徑，竟還在旁吆喝「打給他死！」，導致張先生重傷昏迷倒地，隨

後甲乙即搭計程車離去。張先生經路人發現後送醫，因傷重不治死亡。你負責調查

本案，如何偵查得知涉案之甲乙二人真實身分並還原案發經過？（20 分） 

三、你與同事正執行汽車巡邏時，發現一部汽車忽快忽慢，且駕駛人東張西望似在找尋

目標時，身為帶班的你，試問：欲發動攔檢及執行盤查，應注意何程序與要領？

（10 分）如該車輛拒絕攔檢加速逃逸時，你應如何處置？（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你擔服派出所備勤勤務，擔服值班勤務之同事因昨晚擔服深夜勤相當疲勞，影響勤務執行，你應採取下

列何種作法最為適當？ 

向所長報告該同事在偷勤 

無可奈何，只好自嘲是發揮同事愛，勉強幫忙處理值班勤務 

把自己備勤的任務做好，不用理會 

向所長報告變更勤務，改由你擔服值班勤務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代號：60130
頁次：4－2 

2 你接獲報案前往處理一件疑似民宅竊盜案件，抵達現場後發現大門門鎖已被破壞，而屋主站立於門前靜

候警察到場，不敢貿然進入屋內。你在現場處理應有之態度為何？ 

民宅竊盜相當普遍，施以簡略現場勘察即可，時間與心力應投注在重大刑案之偵查 

應推定罪犯必留跡證於現場內，並且應設想現場內可能有命案或凶器等嚴重之情況 

可先通知新聞記者到場，經案情報導後可增加民眾的注意力，以利竊嫌之追緝 

查明屋主身分地位，再決定現場處理之嚴謹程度 

3 在春節期間，某一風景區發生了二團外籍旅客為搶搭火車，而相互推擠爭吵不休。對此，下列警察之處

置何者正確？ 

以傷害罪之現行犯加以逮捕 以聚眾不解散罪之犯行加以偵查 

以社會秩序維護法加以制止、調查 因違反國內法規予以驅逐出國 

4 有一嫌犯搭乘捷運到達車站，剛下車，就擅自拿取第二月台牆邊的一瓶滅火器，朝月台安全閘門猛砸，

隨即又拿取第二瓶滅火器，幾近瘋狂地追逐過往旅客，大聲叫囂作勢打人，嚇得旅客四處奔逃，最後將

滅火器砸向月台閘門，滅火器彈落卡在列車與月台縫隙間。下列警察處置何者正確？ 

發現後，即全程錄影存證 待捷運公司提出告訴，即為偵查 

嫌犯已構成放火罪之現行犯，即行逮捕 制止其暴行，調查其危害行為 

5 你執行常態性交通疏導勤務，於勤務時間結束時，遇執勤地點交通狀況仍呈複雜狀態時，下列何者是正

確的處理方式？ 

勤務時間已結束，即自動離開下勤務 將現場交通狀況以無線電通報後就離開 

仍應俟交通狀況恢復正常後始得離開 勤務時間結束後觀察 1 分鐘後再離開 

6 菸害防治新法已實施，你擔任值班勤務時，接獲民眾來電指稱○○餐廳內違法擺設菸灰缸，你應如何處

理？ 

通知線上巡邏員警前往查看 

通知所內備勤員警前往查看 

依規定受理後，記錄於受理民眾各類報案紀錄簿備查 

依規定受理後，通報管轄衛生機關派員處理，製作通報紀錄，並告知報案當事人 

7 你今天執行勤區查察勤務，向管轄區民眾核對戶籍資料，民眾要求你出示警察服務證時，應如何應對？ 

執行公務，有穿著正式警察制服及攜帶警用裝備，不用再出示服務證件 

不予理會，繼續向民眾索討戶口名簿等資料 

暫停本次查察工作，註記於家戶訪查簿，改至下一戶進行查察 

出示服務證件，並委婉向民眾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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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戶外竹林叢中發現一具無名屍體，你是偵查處理人員，檢察官要求提供案發時間訊息，你應依據下列

那一種情況以有效研判？ 

屍體的指紋 屍體變化之情形 現場氣候與溫度 屍體之 DNA 

9 你在派出所值班時，受理民眾被歹徒假冒公署匯款詐欺案件，下列處置何者正確？ 

假冒官署公文書應交代被害人妥為收存作為證物 

確認帳號直接去電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攔阻款項提領 

報請 165 專線協助圈存攔阻款項提領 

通報分局承辦人填寫受理報案三聯單 

10 你是偵查隊偵查佐，受理甲對乙實施侵占案件之告訴，由於事件發生已經 3 個月，甲乙雙方各執一詞，

且都無法提出確實被害或對己有利之證據，你應如何處理最適當？ 

請甲乙雙方回去再蒐集對己有利的事證或人證，以辨是非 

告知甲乙雙方勿浪費司法資源，應循地區調解委員會解決 

依乙提出侵占告訴意旨，將甲移送管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 

因為犯罪證據不明確，將案件函送管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處 

11 你是派出所值班警員，有民眾報案稱轄區內發現一具老翁之無名屍體，下列案件處理程序何項正確？ 

通知巡邏或備勤人員至現場處理，並封鎖現場 

若屍體在戶外，儘速進行屍體及現場拍照後，將屍體移至屋內 

如無法確定死者身分，進行捺印指紋及採樣 DNA，以比對身分 

若屍體在屋內，可逕自進入屋內，毋庸通知屋主到場 

12 你在交通事故處理現場發現路面有一小灘的油漬，且有輪胎通過留下的印痕，勘察發現該印痕斷斷續續

間隔出現，請問從這些印痕間隔可以幫助你作何判斷？ 

推估肇事原因 推估撞擊程度 推估行車速度 推估輪胎尺寸 

13 你正擔服派出所值班勤務，轄內里長甲前來拜會表示兒子將於 5 天後舉辦婚宴，前來詢問如何申請於自

宅門前巷弄擺設筵席，你該如何處理較為適當？ 

請甲填具集會遊行申請書及檢附相關資料，陳報分局集會遊行承辦人審核 

依據集會遊行法規定之申請期限及本案屬性，委婉告知甲另擇良日 

請甲填具臨時使用道路申請書及檢附現場圖，陳報分局交通業務承辦人審核 

委婉告知甲於道路擺設筵席將依法舉發，請另擇適當處所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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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你於路檢攔停一自小客車後發現，該車輛排氣管發出異常噪音，研判應為改裝排氣管所致，駕駛人並非

車主且稱不確定該排氣管是否經改裝，你應如何處置？ 

通知車主立即到場，查明是否違規改裝排氣管後，再決定是否舉發 

未發生交通事故情形下，對駕駛人施以勸導後免予舉發 

拍照後另函監理機關查明，現場不予舉發，人車放行 

依變更排氣管，予以舉發及扣留該車 

15 你在派出所擔服值班勤務，受理民眾甲未領牌照之新車失竊案，本案應由下列何單位建檔？ 

監理所（站） 警察分局偵查隊 警察分局交通分隊 刑事警察局 

16 你接獲民眾報案前往處理騎樓設置廣告牌路霸現場，發現行為人在現場，並表示廣告牌擺放於住家前騎

樓並無違規，你應如何處置？ 

騎樓非屬道路範圍，應不予舉發 

騎樓屬道路範圍，製單舉發後並勸導行為人清除 

騎樓屬道路範圍，製單舉發後即可離開 

騎樓屬道路範圍，製單舉發後該廣告牌視同廢棄物，逕予清除 

17 派出所旁警用停車場有一輛機車長期停放，積塵銹蝕嚴重，所長請你想辦法清理，經查該輛機車係 3 年

前一件 A1 事故之扣押車輛，你應該如何處置？ 

以陳報單報請偵查隊，請示該案審理法院裁定發還車主或家屬 

查詢該案如已審結，通知家屬限期領回，如屆期未領回則公告拍賣之 

於該機車上張貼廢棄車輛限期清理通知，逾限由環保局依廢棄物清除 

通知車主或家屬請其簽具放棄所有權同意書，據以辦理公告拍賣事宜 

18 有 4 人分乘兩輛機車於十字路口發生交通事故，你抵達現場處理時，下列何者是你應最先做的工作？ 

查訪目擊者 檢查車損情形 確認騎乘者身分 了解路況 

19 執勤時若需防止車輛高速衝撞或逃逸，你會優先採用下列何種阻絕器材？ 

羊角釘 鐵拒馬 南非鐵絲網 蛇網拖車 

20 派出所接獲甲女報案，稱遭某報記者乙長期跟拍，曾多次勸阻，惟乙仍執意跟拍，不堪其擾，你奉派前

往處理，以下何種處置較為適當？ 

新聞自由為憲法所保障，請甲女忍耐 

涉嫌觸犯刑法第 315 條之 1 妨害秘密罪，依法偵辦 

跟拍行為已侵犯他人隱私，聯合線上警力前往逮捕乙 

審視跟拍行為是否已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移請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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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甲、 申論題部分：（6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某湖面發現浮屍一具，屍體臉部浮腫，手掌紋與腳掌皆已腐敗，無法辨識；偵查發現屍

體極有可能為某大樓套房內獨居之王先生，報請刑事警察局法醫室採取屍體之骨髓進行

DNA 鑑定時，你負責調查本案，在其住處要搜尋那些留有 DNA 檢體之相關物品，以利

比對屍體身分？（20分） 

二、派出所勤區同仁家戶訪查發現，轄內一家護膚指壓中心涉嫌經營色情，已蒐集到相當證

據並持有法院核發之搜索票，你應如何協助所長查處本案？（20分） 

三、你前往處理兩車追撞之交通事故，見事故當事人甲明顯酒後駕車，卻藉故打電話拖延且

不配合呼氣檢測，遇到這樣的情況你應如何處置？請說明實施強制作為流程的執行要

領。（20分） 

乙、測驗題部分：（40分）                       代號：3601 

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張三因隔壁鄰居於夜間唱卡拉 OK，無法忍受噪音而報警處理，你是前往現場處理的員警，最為適當的處置方式為何？ 
因噪音案件非屬警察機關權責，無論噪音大小直接要求環保機關到場查處 
除非是噪音管制區，否則可以不必確認是否為妨害公眾安寧 
如噪音確實傳於戶外，又經鄰居證實難以忍受，可認其為妨害公眾安寧 
不論有無違法情事，直接開具勸導單 

2 有位老婦人經營一家小雜貨店，當你巡邏經過時，她向你投訴最近有兩位青少年經常在她店面附近徘徊、鬼鬼祟祟，讓
她憂心不已，懷疑他們可能會搶劫，希望你將他們抓起來詢問。根據老婦人的投訴，你最先要採取的行動是什麼？ 
告訴老婦人，你會進行調查並做適當的處理  
告訴老婦人，每個人都有行動的自由，你不能限制他們 
告訴老婦人，除非他們有搶劫行為，否則你不能逕行調查 
告訴老婦人，你會直接傳喚這兩位青少年 

3 你於執行值班勤務時，有一老翁甲前來派出所報案，稱鄰居乙盜摘他家波斯菊一株。你如何處置？ 
屬情節輕微，應委婉告知，不予受理 屬情節輕微，但仍依法受理偵辦 
屬情節輕微，通知兩造雙方和解 屬情節輕微，斥罵後請其離開 

4 你是值班員警，民眾報案指稱，其子揚言自殺且已 2 天沒有回家、下落不明，你受理報案後下列何者為優先處置？ 
應刊登失蹤人口通報 應啟動緊急查尋 應立即通報刑事單位 應請家屬發動親友協尋 

5 你於擔任值班時，接獲民眾電話報案稱在某地發生交通事故，你應如何處置？ 
先了解是否確為本轄區；如非本轄區內，請該民眾逕向管轄分駐（派出）所報案 
轉報交通隊車禍處理專責小組派員處理 
立即通知線上巡邏同仁先行前往了解，並通知所內備勤同仁待命出勤 
通報勤務指揮中心派遣交通隊車禍處理專責小組派員處理 

6 你擔服巡邏勤務，接獲通報前往取締違規案件，發現係一名喑啞老者正在商店前騎樓手持口香糖販賣。你應如何處理？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辦理  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舉發 
依刑法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妥予勸導離開 

7 你是派出所備勤員警，詢問富少酒駕肇事之 A1 案件，有關詢問筆錄之錄音、錄影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應自告知其罪名及權利事項後開始錄 
詢問酒駕案件犯罪嫌疑人時不需錄音 
引起社會大眾關注之重大刑案詢問時應全程連續錄影 
詢問犯罪嫌疑人之錄音帶應保存在詢問單位，不需隨案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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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張 

（背面） 

8 你是派出所勤區警員，深夜執勤完畢駕車返家途中，在某科技公司圍牆外發現一部機車前踏板處放置 2 只麻袋，袋口
處露出電纜線，疑似行竊所得，此時有一名男子欲騎乘該機車，你如何處置最適當？ 
出示證件表明身分，盤詰詢問該批電纜線來源 上前搶走機車鑰匙，防止嫌犯騎乘機車逃逸 
因無犯罪證據，先記下機車車號日後需要再查 打 110 向勤務指揮中心報案，續開車返家休息 

9 慣竊甲進入某大樓地下停車場，將樓梯間室內消防栓之「射水瞄子」放進隨身包包內，意圖變賣換錢花用，因包包只
能裝四只，手另拿一只準備離去，於大門口恰遇保全人員乙，其發現甲手上拿著消防瞄子，立刻攔下詢問，甲因竊行
曝光欲快速逃逸，乙強行抓住甲並報警。你受理本案，有關乙對甲強行控制行動之適法性，下列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甲因犯罪實施中遭發現，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重大；係逕行拘提 
甲因有事實足認為其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逸；係緊急拘提 
甲因在犯罪實施後即時遭發覺；係以現行犯予以逕行逮捕 
甲因持有贓物顯可疑為犯罪人；係準現行犯予以逕行逮捕 

10 甲與友人到 KTV 唱歌，離去時與乙因言語口角而遭毆傷，事後甲到派出所報案製作筆錄提出傷害告訴，隔天經警方
查證乙身分為大學生，甲為免影響乙前途於是接受和解，前往派出所表示要撤回對乙的傷害告訴並再次製作筆錄。你
是分局負責承辦本案之偵查佐，應如何處理？ 
傷害為告訴乃論案件，當事人已明確表示撤回告訴，應即結案歸檔 
當事人雖撤回告訴，仍應將案卷保存 6 個月後再結案歸檔 
當事人雖撤回告訴，仍將案件函送管轄地檢署 
當事人雖撤回告訴，仍應追蹤完成和解再予結案歸檔 

11 你於巡邏時，接獲民眾報案，到達命案現場時，發現被害人已死亡，此時最優先處理之事項為何？ 
搜索現場，發現證物  翻找被害人衣服口袋，明瞭其身分 
退出並封鎖現場  查訪附近民眾 

12 派出所值班人員接到民眾有關道路交通事故之電話報案後，指派備勤的你去處理，當你備妥處理事故裝備抵達事故現
場之後，面對事故現場之情境，下列何者是你應最優先做的工作？ 
了解事故傷患嚴重狀況 執行現場警戒措施 排除現場阻塞車輛 請求支援人力 

13 你正在執行路檢勤務，發現前方有一輛機車噪音頗大，攔停檢查該機車發現排氣管經過改裝，尾管角度明顯朝上（翹
管），你應如何處置？ 
開具勸導單請其簽名後放行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製單舉發 
扣留機車，通知監理機關派員檢查 非警察權責，直接放行 

14 日前轄區發生 3 人死亡之重大交通事故，你是分局交通事故處理承辦人，辦理現地會勘，發現部分痕跡（如煞車痕）
與事故當日交通分隊處理員警繪製之現場（草）圖有所出入，會勘後作成紀錄，對於現場（草）圖你應如何處置最為
恰當？ 
自行塗改修正現場圖與現場草圖 自行重新繪製現場圖，並留存原現場草圖 
請交通分隊重新繪製現場圖，並留存原現場草圖 請交通分隊重新繪製現場圖，並修正現場草圖 

15 你執行取締砂石車違規勤務，發現一砂石車疑似超載，予以攔停並前往過磅，該車核定總重量不得超過 42 公噸，經
測量結果該車輛為 55 公噸，超載 13 公噸，惟該地磅之有效測量上限為 50 公噸，此時你應如何處置最恰當？ 
超載為既成事實，依過磅結果逕予製單舉發  
已超出地磅有效量測範圍，製單恐有爭議，不予舉發，人車放行 
超出地磅有效量測範圍部分，不予舉發，其餘超載重量正常舉發 
另以量測上限超過 55 公噸之合格地磅進行過磅，確認違規情形 

16 甲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後，欲與對方和解，遂向警察機關申請閱覽及提供相關資料，你受理本案，下列選項何者敘述錯
誤？ 
於事故當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於事故 7 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 
於事故 7 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照片 於事故 30 日後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證明書 

17 你於執行交通稽查勤務時，舉發汽車所有人、駕駛人或攤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依規定須代保管物件時，下列選
項何者錯誤？ 
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應當場代保管其行車執照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因而肇事致人死亡，當場暫代保管其駕駛執照 
拼裝車輛未經核准領用牌證行駛，當場暫代保管其車輛 
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暫代保管其攤棚、攤架 

18 某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所設置在某國小教室內，你係該投票所之警衛人員，下列何者為應予管制進入之對象？ 
配帶選舉委員會製發證件者 身心障礙選舉人之陪同家屬 
該校校長  依法執行職務之檢察官 

19 為利守望相助組織有效協助維護治安，可利用巡邏、勤查等機會對其訪視、聯繫及宣導，你是警勤區警員，下列何者
非宣導守望相助組織協助事項？ 
協助巡邏守護 提供犯罪線索 奮力逮捕竊盜犯 協助急難救護 

20 你擔服投票所警衛勤務，高齡選民甲領取選票並圈選後，因發現圈錯候選人，情急下即將該選票撕毀，此時你採取何
項處置最適當？ 
交由主任監察員依權責決定是否送辦 主任管理員交辦，並請支援員警予以帶案移送法辦 
念甲非出於不良意圖，擅自告誡後放行 念甲高齡疏忽，再提供一張選票重新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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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30 
全一張
（正面）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 警察情境實務概要（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

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你被指派於下午交通尖峰時間擔任路口交通疏導勤務時，出現交通流量飽和，你考

慮以手勢指揮執行交通疏導，請問應注意那些指揮疏導要領？（20 分） 

二、深夜民眾報案指稱，有一男子躺在公園步道旁，臉部朝下不知是否已死亡。你是初

抵現場之員警，對該男子應如何處置？（20 分） 

三、你是警勤區員警，依照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實施家戶訪查時，遇到居民拒

絕訪查時，你應如何委婉說明及處置？（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耶誕前夕夜晚，據報有人於 KTV 慶生狂歡並可能使用毒品助興，經前往查緝果然發現甲等 3 人於 KTV 包廂飲
酒作樂，但並未查獲任何違禁物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臨檢盤查進入包廂，可以「附帶搜索」該等手提行李等 
臨檢盤查進入包廂，得以「逕行搜索」該等手提行李等 
因事態緊急，為能保全證據，警察報請檢察官許可實施「緊急搜索」 
只要該等簽署「同意搜索」書面，相關證據蒐集保全即屬合法 

2 你是警勤區員警，最近接獲多起民眾反應意見謂：時常接到警察局來電要他們告知個人身分資料、銀行存摺密碼
等，並要求協助說明相關案情，進行電話語音筆錄，以利警局偵辦案件。民眾直覺反應，懷疑這會不會是詐騙
電話，於是詳查來電號碼確屬警察局電話。面對這種民眾的困擾事件，你會建議他們怎麼做？ 
即刻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 即刻撥打 175 反詐騙專線查證 
即刻撥打 119 反詐騙專線查證 即刻撥打 113 反詐騙專線查證 

3 你是分局偵查隊的值日偵查佐，收到轄內派出所移送關於查獲涉嫌賭博電子遊戲場案件，發現涉案的人證、扣押
之物證或相關文件不齊全時，下列何項處置流程較不適當？ 
退回陳報的派出所，就缺件補正後始受理 立即在偵查隊實施複訊 
通知未到案的涉案人到分局接受偵訊 請示檢察官對本案犯嫌的移送方式 

4 你是派出所警員，擔服深夜 2 時至 4 時巡邏勤務，帶班同仁超過出勤時間 15 分鐘仍未出現，你應作何處置？ 
自己服勤  報告所長調配警力 
等帶班到勤再出勤  通報勤務指揮中心變更勤務 

5 你是派出所警員，帶班與另一名同仁擔服巡邏勤務，勤務指揮中心以無線電通報轄內某 KTV 內有鬥毆事件，通
知你們前往處理，到達現場後首先應採取何種處置？ 
立即進入 KTV 處理  等候支援警力到場 
向勤務指揮中心回報到場及現場情形 追捕嫌犯 

6 你是派出所勤區警員，對於勤區內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下列何種作為錯誤？ 
每個月實施查訪 1 次，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數 
查訪項目以查訪對象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為限 
實施查訪應選擇適當之時間、地點，以家戶訪問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 
實施查訪，應於日間為之；但與查訪對象約定者，不在此限 

7 你是偵查佐，為有效查緝轄內某販毒集團，擬遴選第三人（線民）蒐集販毒證據資料，下列程序何者錯誤？ 
書面陳報經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製作文書時應以第三人之化名或代號稱之，以保密其真實身分 
得口頭賦予第三人線民名義，但不發給任何證明文件 
遴選第三人所蒐集之資料應列為極機密文件，並專案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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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30 
全一張
（背面）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 警察情境實務概要（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

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 
 
8 20 餘名青少年凌晨 5 時結夥騎車逛大街喧鬧，見 1 名騎自行車運動的少年不順眼，就攔下持刀作勢欲砍，該少

年見狀逃逸。有路過民眾向正在值班的你電話報案，你的處理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即以無線電呼叫通知線上巡邏人員前往攔截 
待該少年前來正式報案後，始聯絡備勤人員前往處理 
先請報案民眾前來派出所製作筆錄 
因值班本身佩帶有槍械，立即趕往現場處理 

9 你與 3 名員警擔服分局 23 時至 2 時路檢勤務，執勤中，發現機車騎士甲在前方 30 公尺處，突然加速並自外側車
道變換至內側車道，下列何項處置較為正確？ 
甲之行為屬一般駕駛用路行為，警察不應盤查或攔檢 
甲之行為無危害情形發生，警察不宜盤查或攔檢 
考量時間、駕駛人行為等客觀事實，研判甲有危害道路行車安全之虞，警察自得實施攔檢 
甲之行為屬民眾看見警察路檢的自然反應，不宜盤查或攔檢 

10 你是偵查隊小隊長，接獲通報前往現場處理車禍死亡案件，並依規定報請地檢署檢察官前來現場相驗，交通分隊
員警已完成繪製現場圖、拍照、蒐證工作，但檢察官還沒到，艷陽高照，家屬不忍死者在馬路上曝曬，強烈要
求由殯葬業者接手，此時如何處置最適當？ 
車禍現場處理程序尚未完成，請殯葬業者離開 婉拒家屬要求，耐心等候檢察官前來完成相驗 
安撫家屬情緒，請殯葬業者將遺體移至殯儀館 向檢察官報告現場狀況，建議移至殯儀館相驗 

11 假日花市發生搶案，民眾報案稱嫌犯騎乘機車逃逸，並提供車牌號碼，經查該機車及車牌均並未報案失竊，你是
到場處理本案之偵查佐，下列接續偵查作為何者最適當？ 
直接至車主住處埋伏，發現車主返家逕行拘提 查出車主電話號碼，報請檢察官聲請通訊監察 
查明嫌犯特徵，並通報勤務指揮中心攔截圍捕該車 以犯罪嫌疑人通知書，通知機車車主到案說明 

12 派出所員警於深夜執行路檢，汽車駕駛人甲經呼氣檢測酒精濃度高達 0.67 毫克/公升，遂依違反刑法第 185 條之 3
逮捕解送分局偵查隊偵處，你是值日受理偵查佐，問完筆錄已經凌晨 2 時，下列處理何者最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 92 條規定，立即將甲解送地檢署值班檢察官 
傳真免予解送報告書至地檢署法警室後，等待甲之律師前來後釋放 
傳真免予解送報告書至地檢署法警室後，經檢察官許可後逕予釋放 
先留置於分局拘留所，待日出後再將甲解送地檢署值班檢察官 

13 你接獲報案前往處理性侵害刑案現場，對於現場內之證物處理及調查，下列何項處置不適當？ 
查明被害人案發前 3 日內之性生活 精液跡證不可以使用塑膠袋包裝 
毛髮與纖維微跡證應採用雙層包裝方式 同類的物證應併同包裝，俾利比對 

14 轄區發生 2 名歹徒持刀強盜銀樓案，歹徒搶得金項鍊 5 條後欲離去時，與店員發生扭打，1 名歹徒被制伏，另 1
名歹徒則帶贓物騎車逃逸。你與同事騎機車巡邏時，收到勤務指揮中心通報，在到達現場途中發現歹徒，你應
如何作為？ 
立即攔截逮捕嫌犯  報告派出所主管派員支援 
跟蹤並等待上級指示  通知偵查隊向檢察官申請拘票後再逮捕 

15 你是臺北市某分局偵查佐，查獲 17 歲犯罪嫌疑人甲吸食安非他命案件，有關移送作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報告書移送地檢署 以移送書移送地檢署 以移送書移送少年法庭 函送少年法庭 

16 你是派出所巡邏人員，正在執行 0 時至 2 時巡邏勤務，巡經河濱公園旁發現有青少年聚集，下列何者不宜逕行身
分查證？ 
公園內攜帶武器或刀械  見警神色慌張，乘機逃跑 
無故丟棄財物逃跑  奇裝異服練習街舞 

17 當你接獲派遣抵達交通事故現場之後，遇有現場民眾相互叫囂辱罵，在無行車危害情況下，下列何者是你應最優
先的處置？ 
了解當事人受傷情形，通知消防救護機關 劃定管制區，指揮疏導交通 
排除叫囂辱罵之現場狀況  就現場狀況回報值班人員及勤務指揮中心 

18 你正在執行取締砂石車超載勤務時，前方 1 輛砂石車不配合員警吹哨攔停之指示停車，反而從旁加速離去，你在
現場，下列作為何者錯誤？ 
立即通報勤務指揮中心實施線上攔查 將違規情形通報公路監理機關依公路法處罰 
開巡邏車實施追蹤稽查  依其車號、車型，逕行舉發其不服從指揮稽查 

19 甲開車和機車發生輕微碰撞，雙方覺得無損失便自行離去，而未即時報案，事後甲覺得不妥，到派出所報案，欲
取相關證明文件；你是值班員警，下列作為何者正確？ 
不用受理，亦無須派員實施現場勘察；不得發給甲相關處理證明文件資料 
應即受理，無須派員實施現場勘察；依甲要求發給相關處理證明文件資料 
應即受理，並派員實施現場勘察；仍應發給甲相關處理證明文件資料 
應即受理，並派員實施現場勘察；不得發給甲相關處理證明文件資料 

20 你擔服值班勤務，接獲轄內守望相助隊巡守隊員來電報稱，於社區巡邏途中發現 2 名竊賊，其中 1 名擔任把風，
另 1 名正持械著手竊取停放路旁之汽車，下列對該守望相助隊員之指導作為何項較不適當？ 
觀察記錄竊賊之特徵  觀察記錄竊賊所使用之交通工具 
在適當距離監控竊賊之動態 立即奮勇逮捕竊賊送警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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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4601 
頁次：4－1 

1 問題導向警政之 SARA 模式中，警察人員要藉由蒐集各相關資訊，以瞭解問題的範圍、性質與成因，係屬
下列那一個步驟？ 
轄區掃描 犯罪分析 勤務回應 結果評估 

2 依據「警察法」之規定，有關直轄市警政、警衛之實施事項，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該項規定明定於憲法第 109 條 由中央立法，交由直轄市執行之 
由直轄市立法及執行之  由中央立法，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之實施 

3 由中央立法事項中之「警察勤務制度」，依「警察法施行細則」第 3 條規定，指的是： 
警察勤務之單位組合勤務方式之基本原則事項 
警察機關為達成警察任務，對警察機構與警察人員，以最嚴密之編組，運用警察裝備，使其按分配時間，

循不同方式，執行各種警察工作之有規劃、有效率之活動 
警察勤務之組織、勤務方式與行政作用之基本原則事項 
警察機關為達成行政目的（警察任務），本於警察行政權所為之行政行為事項 

4 有關「警察制度」之論述，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內政部掌理全國警察行政，並指導警政署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市）警衛之實施 
警政署執行全國警察行政事務，並掌理保安、外事、國境、刑事、水上、專業等全國性警察業務 
警察官制、官規、教育、服制、勤務制度及其他全國性法制，由中央立法，中央執行之 
有關直轄市警政、警衛之實施事項，其立法及執行，由中央立法並交由直轄市執行之 

5 警察人員在勤務機構內整裝待命，以備突發事件之機動使用，係指下列何種勤務方式？ 
 守望 值班 備勤 待命 

6 轄區內屢次遭他轄破獲毒品犯罪，此時應增加下列何種勤務？ 
查巡合一勤務 查察巡簽勤務 特別訪查勤務 專案訪查勤務 

7 勤務執行前，應舉行勤前教育，下列何者不是勤前教育施教內容？ 
當日工作重點提示 當日績效目標提示 服裝儀容檢查 重要政令宣達 

8 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下列何者不是警察機關實施勤務督導及獎懲的目的？ 
 指導工作方法 工作績效評比 考核勤務績效 激勵工作士氣 

9 警察執行勤務時，於值班台或巡邏車內睡覺，係違反下列何項警察紀律之規定？ 
貫徹命令紀律 執行勤務紀律 服儀態度紀律 辦理業務紀律 

10 依據「警察常年訓練辦法」之規定，負責所屬警察訓練之執行係下列何者？ 
警政署 警察局 警察分局 分駐（派出）所 

11 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下列何者為警察勤務之基本單位？ 
 警勤區警員 警察勤務區 警察分駐（派出）所 警察分局 

12 依據警政署「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有關警察局勤務督導之規劃，由下列何者實施？ 
 局長 業管副局長 督察長 署駐區督察 

13 根據「警察勤務條例」的規定，「夜勤」之起迄時間為下列何者？ 
 0 時至 4 時 0 時至 6 時 18 時至 22 時 18 時至 24 時 

14 依據警政署「勤務規劃（編配）策進作為」之規定，對於勤務方式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家戶訪查記事 1 人口得納入巡邏中實施  
臨檢機關主管先期規劃指定之場所得納入巡邏中實施 
守望勤務得納入巡邏中實施 
備勤得納入巡邏中實施 

15 依據「警察勤務區勤務規範」之規定，下列有關勤區查察之敘述何者正確？ 
二人以上共同執行警勤區聯合查察時，若同階級則應由資深警員帶班 
勤區查察勤務以聯合查察為主，個別訪查為輔 
勤區查察勤務得調用協勤人員協助執行 
勤區查察不得調用警察役協助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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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法律授權，下列「警察勤務法規」之訂定，其法源依據及授權機關，何者正確？ 
「各警察機關勤務實施細則」係依據「警察勤務條例第 27 條」規定，由各級警察機關自訂，陳報上級警

察機關核准施行 
「警勤區家戶訪查辦法」係依據「警察勤務條例第 11 條第 1 款」規定，由警政署定之 
「警察勤務裝備機具配備標準」係依據「警察勤務條例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由警政署定之 
「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係依據「警察勤務條例第 7 條第 3 項」規定，由警政署定之 

17 有關「警察勤務組織」之編組運作，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分局警備隊因治安需要，得編組機動隊（組），運用組合警力，在指定地區執行巡邏、臨檢等勤務 
分駐（派出）所應劃分巡邏區（線），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線）巡視，並執行其他一般警察勤務 
警察局或分局設有各種警察隊（組）者，應依其任務，分派人員，服行各該專屬勤務 
警察分局因治安需要，得指派勤務人員集中在分駐（派出）所，編為勤務隊（組），輪流服勤 

18 依警政署頒：「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該基準，係由警政署於民國 92 年 1 月 27 日訂定發布 
分駐（派出）所經警政署核准調整設置後，其所需經費由當地地方政府負擔 
分駐（派出）所為因應轄區發展趨勢，認為有必要者，得重新評估，規劃調整設置 
設置地點、警力配置及警用裝備器材配置等，都是設置分駐（派出）所應備妥之分析評估資料 

19 有關「警察勤務機構」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日本的東京都「警視廳」相當於我國之「警政署」 
日本的道府縣「警察本部」相當於我國之「警察局」 
日本的「警察署」相當於我國之「警察分局」 
日本的「交番」相當於我國之「派出所」 

20 警察機關依事實足認集會遊行參與者之行為，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虞時，於該活動期間得實施蒐證，

其法律依據為下列何者？ 
集會遊行法 警察職權行使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 

21 對於經常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警察為維護治安之必要，得協調相關機關裝設監視器蒐集資料，然前述

資料除為調查違法相關行為有保存之必要外，至遲應於資料製作完成時起多久內銷毀之？ 
1 個月 3 個月 1 年 2 年 

22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的規定，警察依法留置、管束人民，於必要時得對其使用警銬，下列相關敘述何者

錯誤？ 
 遇有抗拒留置、管束情形時得使用警銬 留置、管束期間有自傷之虞時得使用警銬 
留置、管束期間有攻擊警察情形時得使用警銬 留置、管束期間不配合身分查證時得使用警銬 

23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警察執勤發現駕駛人有危險駕駛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可以攔停並一律要求駕駛人熄火離車檢查 可以攔停並檢查引擎、車身號碼等識別特徵 
可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出示相關證件 可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度測試 

24 警察對於意圖自殺，非管束不能救護其生命者，得為管束，下列管束時間之規定何者正確？ 
報請檢察官指示  由指定之專科醫師進行強制鑑定後決定 
一律不得超過 24 小時  一律不得超過 48 小時 

25 有關警察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相關資料之職權行使，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經遴選為第三人者不得給予任何名義，但依個案所需應給予相關證明文件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之資料，應列入普通機密文件管理 
第三人之遴選、訓練考核等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料之期間不得逾 3 年 

26 依民國 100 年 4 月 27 日公布之「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5 條」規定，有關治安顧慮人口之定期查訪，其查訪期

間之計算，下列答案那一項正確？ 
刑執行完畢後三年內為限 
刑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後三年內為限 
刑執行完畢、感訓處分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後三年內為限 
刑執行完畢、感訓處分執行完畢、流氓輔導期滿或假釋出獄後三年內為限 

27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有關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實施身分查證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合理懷疑該民眾有犯罪嫌疑者得查證其身分 
警察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身分查證，應於營業時間為之 
行經指定之公共場所者得查證其身分，惟該指定之場所應先經警勤區警員指定之 
有事實足認該民眾對已發生之犯罪知情者得查證其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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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規定，下列作為：①告知與警察聯繫之方法 ②訪詢家戶生活安全需求事項 

③指導家戶生活安全維護事項 ④其他必要為民服務事項 ⑤告知最近發生之治安狀況及防範危害事故之
相關作為…等；何者屬於警勤區員警在執行家戶訪查時，得負責實施之工作事項，下列答案那一項完全正

確？ 
①②③ ①②③④ ①②③⑤ ①②③④⑤ 

29 依民國 99 年 8 月 9 日警政署頒「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下列勤區查察資料：①死亡人口記事卡

副頁 ②死亡人口記事卡 ③喪失國籍人口記事卡 ④喪失國籍人口記事卡副頁 ⑤暫住人口戶卡片，何
者保存年限應為十年，期滿自行彙燬？ 
 ①④ ②③ ①②③④ ①②③④⑤ 

30 依民國 99 年 8 月 9 日警政署頒「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有關警勤區員警派任原則，下列敘述何
者錯誤？ 
警勤區員警非有不適任、陞遷等原因，不得任意調動 
警勤區員警派任時應遴選優秀員警專責擔任，並以久任（二年以上）為原則 
警勤區員警遇有未滿二年有異動情形，分局戶口組、人事室應共同執行管制，並陳報警察局核備 
警勤區缺額未立即派補者，分局應於一個月內重新辦理警勤區劃分，檢討合併警勤區事宜 

31 依民國 99 年 8 月 9 日警政署頒「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下列何項工作並非分駐（派出）所所長
之職責？ 
 每週至少應於勤前教育時，對員警施予家戶訪查進度考詢 
對所屬警勤區員警，每二週以督帶勤方式全程抽查警勤區一名以上 
每年年終應複評複雜警勤區員警，以避免因能力不足，致轄區治安重點資料未依規定建置與訪查 
每年年度結束前應完成各勤區基本資料工作進度評核與指導，並將指導事項填於督導人員檢視表 

32 經家戶訪查督導人員督導查核，下列事由，何者並非「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所列舉「扣二十分」
之事蹟？ 
 家戶訪查所得每件資料，警勤區員警執勤畢返所後，應辦理通報未通報者 
警勤區員警執勤畢返所後，未於腹案日誌表做初步分析交值班收執者 
警勤區員警收受各項應轉記新增訊息之每件資料，未於七日內確認並過錄者 
為民服務意見表有反應事項，警勤區員警未註記於戶卡片副頁者 

33 經家戶訪查督導人員督導查核，下列事由，何者並非「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所列舉「加十分」之
事蹟？ 
 家戶訪查察覺可疑犯罪跡象，警勤區員警觀察紀錄並反映情資，經列為督帶勤訪查對象者 
警勤區員警事先獲得社區活動資訊，填列於日誌表，經所長納入勤務編排，並配合參加者 
分局二組組長督導考詢警勤區員警記事簿人口，對姓名、素行、狀況均熟悉者 
警勤區員警發現一般暫住人口，主動建立暫住戶卡片並通報原戶籍地警察機關者 

34 依警政署頒「轄區出獄人口通報與訪查實施計畫」，有關警勤區員警對有記事人口之查訪，下列敘述何者錯
誤？ 
 對轄區出獄人口初次訪查，應比照新遷入人口做法於接到相關文書後 3 日內實施查察 
對轄區毒品、搶奪及竊盜以外之記事 1 人口出獄後，每個月至少訪查 1 次 
對轄區出獄之記事 2 人口，前半年內暫依記事 1，每個月至少訪查 1 次，爾後再依記事 2 查訪，以強化對

出獄人口之掌握 
對轄區毒品、搶奪及竊盜之記事 1 人口出獄後，前 4 個月每個月提高查訪 2 次，爾後每個月查訪 1 次 

35 依警政署頒「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規定」，下列工作程序：①規劃 ②列冊 ③建檔 ④審核 ⑤查訪；
何者屬於戶籍地警勤區及刑責區員警應負責完成之事項？ 
①②③④⑤ ②③⑤ ③④⑤ ⑤ 

36 依警政署頒「警勤區家戶訪查專責輔導執行要點」規定，有關分局業管單位及專責輔導編組人員之工作職責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擔任專責輔導人員每個月應填報「加強家戶訪查工作專責輔導紀要表」送分局彙辦 
分局每三個月應召開「警勤區家戶訪查工作等級審查會」一次，由分局長主持 
分局業管單位每四個月應將「加強家戶訪查工作專責輔導意見表」彙送警察局備查 
擔任專責輔導人員每期三個月應填報「加強家戶訪查工作專責輔導意見表」送分局彙整 

37 下列敘述，何者與「備勤勤務」之勤務性質及內容不符？ 
 服勤人員在勤務機構內整裝待命，以備突發事件之機動使用 
各級勤務機構因治安需要，得保留預備警力，機動使用 
服勤人員應機動立即反應，受命處理，支援緊急或臨時事故 
規劃勤務應經常控制適當機動警力，以備缺勤替班，並協助突發事件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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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警政署頒「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有關警察勤務督察事項，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該「規定」將「暴風、雨、雪、重要節日及特殊地區等勤務死角」，列為應加強之督導重點 
該「規定」認為：「勤務督察」是各級主官（管）、幹部及督察人員之責任 
該「規定」將「勤務督導」分為駐區督導、機動督導、聯合督導及幕僚督導 
該「規定」是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例第 3 條及警察勤務條例第 26 條規定訂定 

39 警察人員酒後駕車執行巡邏勤務，經督導人員檢測酒精成分每公升 0.25 毫克以下，依警政署頒「警察人員

駕車安全考核實施要點」規定，應受何種處分？ 
 申誡一次 記過兩次 記過一次 申誡兩次 

40 依警政署頒「警察人員駕車安全考核實施要點」規定，警察人員駕車違反道路交通安全法規或因而肇事者，

下列何種違規行為，記小過一次？①未依規定懸掛車牌行駛者 ②騎乘機車未戴安全帽肇事者 ③闖越平
交道者 ④闖紅燈者 ⑤無照駕駛者 
 ①② ①②③④⑤ ③④⑤ ②③④⑤ 

41 依民國 99 年 7 月 12 日警政署頒：「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警察人員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未
經核准，禁止與那些特定對象接觸交往：①五年內有刑案紀錄資料者 ②治安顧慮人口 ③經營色情、賭博
業者 ④不良幫派組合分子 ⑤破壞國土及其他不法業者。下列答案那一項正確？ 
①②③④⑤ ③④⑤ ③④ ②③④⑤ 

42 依民國 90 年 12 月 19 日警政署頒「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規定，巡邏以二人以下實施為原則，惟實
施一人巡邏時，必須要有良好交通與通訊設備及具有組合警力與立即反應能力。試問此種勤務編排之用意，

在於： 
 能方便勤務分配表之編排 為增加巡邏密度 
使勤務方式更加活潑化  可減少員警工作負擔 

43 依警政署頒「各警察機關勤前教育實施規定」，有關「勤前教育」之施教單位：①警察所 ②分駐派出所 

③警備隊 ④偵查隊 ⑤警察局直屬隊之各分隊或小隊 ⑥入山檢查所；何者被列為「基層勤教」之實施
單位，下列答案那一項完全正確？ 
 ①②③④⑤⑥ ②③④⑤⑥ ②③④⑤ ①②③④⑤ 

44 依警政署頒「各警察機關勤前教育實施規定」，有關「勤前教育」之施教要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員警參加勤前教育，其時間、人員，應明確註記於「勤務分配表」上，以利督導落實 
員警對於勤前教育重要事項，應摘記於「警勤區手冊」內，並由主管每月抽查一次 
勤前教育施教內容中，包括有實作演練常用執勤標準作業程序、要領等 
「勤前教育紀錄簿」無故未依規定紀錄達三次以上者申誡，二次以下者劣績註記 

45 下列敘述，何者與警政署頒：「警察人員執行勤務著防彈衣及戴防彈頭盔規定」之要求內容不符？ 
 汽車巡邏，車內及車外均著防彈衣；防彈頭盔置於隨手可取之處 
徒步巡邏，著防彈衣及戴防彈頭盔，由分局長視天候及治安狀況決定 
臨檢勤務，著防彈衣及戴防彈頭盔，日間由分局長視治安狀況決定，夜間則一律著戴防彈衣及頭盔 
備勤勤務，在勤務機構待命時，不著防彈衣、防彈頭盔 

46 依警政署頒：「ANI/ALI 顯示系統受理民眾電話報案作業規定」，有關 ANI/ALI 顯示系統，具有那些功能：

①能即時顯示報案人電話號碼 ②能即時顯示報案人電話地址 ③能自動語音錄檔 ④能聯結戶役政系統，
即時顯示報案人影像 ⑤能聯結刑案紀錄系統，即時顯示報案人刑案記錄；下列答案那一項正確？ 
 ①②③④⑤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③⑤ 

47 分駐（派出）所所長，就家戶訪查事項，認有必要時得聯合所屬數個警勤區，以下列何種方式實施？ 
協力訪查或座談會 聯合訪查或座談會 合作訪查或強制查察 聯合訪查或合作訪查 

48 依警政署頒「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作業規範」規定，有關聯合指揮所之開設時機及運作情形之敘述：

①轄區平常狀況下為三級開設，辦公時間由執勤官督導運作 ②轄區平常狀況下之三級開設，非辦公時間
由執勤員代理督導運作 ③轄區發生社會治安狀況時為二級開設，由勤指中心主任督導運作 ④轄區發生
重大治安狀況時，經提升為一級開設，由主官主持 ⑤一級開設時，業務單位主管為幕僚長，相關編組單

位派員進駐聯合作業；下列答案那一項正確？ 
①②③④⑤ ①③④⑤ ③④⑤ ④⑤ 

49 依民國 99 年 10 月 15 日警政署新修正之「受理報案 e 化平台一般刑案作業規定」，有關「告訴乃論案件」

之受理，報案人若不提告訴，但要求發給報案證明時，受理報案之警察人員該如何處置？ 
 依規定不得開立三聯單，但須委婉說明 應開立三聯單交付之 
得以書函等書面文件，核實答覆 依規定得免開立三聯單，但要製作刑案紀錄表 

50 以分駐（派出）所為實施單位之勤前教育，係指下列何者？ 
基礎勤前教育 基層勤前教育 基本勤前教育 專案勤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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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民國 100 年 1 月 13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警察人員駕車安全考核實施要點」，警察人員駕車發生交通事故，
各級勤務指揮中心應即依處理單位填製員警發生交通事故紀錄（通報）單，應於多久內循勤務指揮中心系
統通報（初報）內政部警政署？ 
 1 小時  2 小時  12 小時  24 小時 

2 依民國 99 年 12 月 21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分駐（派出）所值宿勤務」相關原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各警察機關應依照警力數及治安、交通受理報案件數，將所屬分駐（派出）所區分為「非值宿所」與「值

宿所」2 類 
「非值宿所」警力不足時，不得變更為值宿勤務，應調動其他分駐（派出）所警力支援 
「值宿所」值宿時段，由分局長依據實際狀況律定 
值宿勤務，應穿著整齊制服於值班臺旁歇息、依規定領用槍彈、駐地應保持適當明亮度、遇民眾報案時應

立即反應受理 
3 依民國 99 年 3 月 15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下列何者非勤務督導規劃實施要項

之勤務死角時段？ 
用膳時間 黎明 黃昏 深夜 

4 有關執行巡邏勤務，落實巡邏簽章安全，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2 部機車巡邏時，應一前一後，保持安全距離，由幹部或資深員警在前帶班 
到達巡邏點時要馬上下車，應在周遭有安全顧慮範圍內巡邏一下，無安全顧慮後，由 1 名擔任警戒，另 1

名至巡邏箱拿取簽章表，簽巡邏表時應注意背後有無安全顧慮，簽好後將簽到表拿給警戒人員簽到，再換
先簽到的同仁擔任警戒 

夜間到達巡邏點時，應持手電筒巡視周遭環境；確認無安全顧慮時再拿取簽到表 
簽好巡邏表後，機巡時，1 名先上機車，另外 1 名擔任警戒；汽巡時，駕駛人員先上車，另外 1 名擔任警

戒，2 人不要同時上機、汽車 
5 下列何者為執行值班勤務工作項目？①接受民眾問路 ②應勤簿冊之保管 ③應勤裝備之保養 ④平面、電

子媒體之監看 ⑤防情警報傳遞及警報器試轉 
②④ ③④ ①②⑤ ①③⑤ 

6 警察執行臨檢勤務時，著戴防彈衣及防彈頭盔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不著防彈衣、防彈頭盔；是否應著反光背心，由分局長視臨檢對象及治安狀況決定 
一律著防彈衣；是否戴防彈頭盔，由分局長視臨檢對象及治安狀況決定 
一律戴防彈頭盔；是否著防彈衣，由分局長視臨檢對象及治安狀況決定 
是否著戴防彈衣及防彈頭盔，由分局長視臨檢對象及治安狀況決定 

7 有關受理遺失物報案，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受理遺失物報案，均應進入「受理報案 e 化平台」作業，避免疏漏 
遺失物如屬有價證券（股票、支票、匯票等）、臺胞證、身分證、信用卡、金融卡等，應告知或協助民眾

重新申辦等手續 
受理大陸來臺旅客物品遺失報案時，應於「受理案件登記表」中「報案人」欄之「住址」欄位內註明其旅

臺時程，並請其陳明在臺代為領回者資料（如旅行社或在臺親友等），俾尋回物品後辦理發還事宜 
受理遺失物報案，應將處理情形登記於員警工作紀錄簿 

8 有關勤區查察執勤觀念及正確對應作為，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應注意服裝儀容及裝備之整齊與清潔 
應依規定之訪查次數實施訪查 
得不經受訪查人之同意及引導，進入民宅，以落實治安維護工作 
應依規定設置查巡合一巡邏箱及落實巡簽 

9 依民國 99 年 7 月 12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依「原則禁止，例外許可」之原則，採事前申准，事後報備方式，督飭各警察機關確實遵照辦理 
警察人員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未經核准，禁止與治安顧慮人口、不良幫派分子、經營色情、賭博等特定對

象接觸交往 
申請表得依申請者因公執行任務需要，臚列特定對象、執行期間及地點，一次填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申請

核准，免除多次報准之繁瑣手續。惟一張申請表之申請期限，以「1 個月」為上限 
因緊急特殊情況來不及事先以接觸交往申請表提出申請，可將其必要性及急迫性之事由，即時以電話向警

察機關主管長官報准後實施；實施後，應於 12 小時內，將接觸交往經過填報接觸交往報告表陳核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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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民國 99 年 1 月 20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各警察機關外勤女警配賦基本原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勤務項目及編排無分性別一體適用，落實性別平等，以破除外界特權及保護疑慮，導正外勤女警之派

任與執勤觀念 
落實關懷員警，對於同仁因健康狀況不佳或遇有家庭上之育嬰、哺乳及養育等問題，工作項目或時段上須

做調整時，不分男、女警，等同關懷與協助，並依「外勤員警因健康狀況服勤原則」辦理，減少特權爭議 
為免相對排擠原有男警員額，10 名員警中應有配賦 2 名女警，以 8：2 比例配置，即 8 名男警、2 名女警

為基本原則 
各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若需配置女警時，其女性員額應配置 2 名以上為原則，以利女警在勤務運作及

日常生活上可互相扶助，符合人性考量 
11 依民國 101 年 1 月 20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警察機關設置及巡簽巡邏箱實施要點」，設置巡邏箱地點擇定原

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設置巡邏箱位置，應注意適當性及明顯性 
治安要點及交通衝要處所 
居民較少、地處偏遠且道路崎嶇、地形開闊且未設守望崗處所 
與其他分駐（派出）所交界地區之小道或建築物 

12 有關警用巡邏車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之規定，得啟用警示燈及警鳴器，依法行使交通優先權之情形，不包括
下列何種情形？ 
搶救災難或重大事故，馳往現場 
緝捕現行犯、逃犯 
取締重大交通違規不服攔檢稽查，不立即制止，有危害交通安全之虞者 
執行專案勤務、路檢及重點巡邏任務 

13 有關勤前教育之實施，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員警參加勤前教育，其時間、人員應於勤務分配表上註記 
熟記民意代表個資 
最新治安狀況之分析、研判，檢討勤務規劃、執行及服務態度之得失 
實作演練取締酒駕等常用執勤標準作業程序 

14 警察職權行使法有關之「檢查」，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由當事人身體外部及所攜帶物品的外部觀察，並對其內容進行盤問，即一般學理上所稱的「目視檢查」，

僅能就目視所及範圍加以檢視 
以手觸摸其身體衣服及所攜帶物品外部：相當於美國警察實務上所稱的「拍搜檢查」（Frisk） 
警察在一般臨檢盤查時，可實施「目視檢查」及「拍搜檢查」 
針對肇事逃逸車輛，請當事人自行開啟行李箱進行「目視檢查」，並對載運可疑物品之外部進行「拍搜檢

查」 
15 警察依法取得之資料對警察之完成任務不再有幫助者，應予以註銷或銷毀。除法律另有特別規定者外，所蒐

集之資料，至遲應於資料製作完成時起，幾年內註銷或銷毀之？ 
1 年 3 年 5 年 10 年 

16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2 條規定，下列何者非警察職權？ 
查證身分、鑑識身分 直接強制 搜索、扣押 物之扣留、保管 

17 警察任務、業務、勤務三者相輔相成，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先有警察任務，而後訂出警察業務，警察勤務則係依據前者所實施之活動方式，其兼具事實行為與法律行

為的性質 
任務是警察工作之目標（用）；業務係由任務所衍生之工作項目（體）；勤務是執行業務之方法（行） 
警察勤務是警察業務的具體行動，警察任務是警察勤務之終極目的 
警察勤務是警察機關為達成行政目的，本於警察行政權所為之行政行為 

18 下列有關警察勤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梅可望先生認為外勤重於內勤、巡邏重於守望，為警察勤務基本原則 
共同勤務由服勤人員按勤務分配表輪流交替互換實施之，並得視服勤人數及轄區情形，採用巡邏及其他方

式互換，但均以巡邏為主 
聯合服勤時間各種勤務方式互換，應視警力及工作量之差異，每次二至四小時，遇有特殊情形，得縮短或

延伸之 
實務上大致區分值班、守望、勤查為「守勢勤務」；備勤、巡邏、臨檢為「攻勢勤務」 

19 有關「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依警察勤務條例第 11 條第 1 款規定訂定之 
警察勤務區員警依本辦法執行家戶訪查及治安顧慮人口之訪查 
警察機關應製作社區治安及為民服務意見表，載明有關訪詢犯罪預防、為民服務及社會治安調查等之需求

事項 
家戶訪查，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不得逾越訪查目的之必要範圍 

20 下列有關警勤區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警勤區員警執行勤務，非依法令規定或經住戶同意，不得擅自進入民宅或未經引導處所 
勤區查察以聯合查察為主，個別訪查為輔 
警勤區員警對職務上應嚴守之秘密事項，應絕對保密，不得洩漏 
警勤區員警服勤時，應善用各種機制，主動蒐集治安情資，並即時防制，妥善處置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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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關警勤區之劃設，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應考量整體情況，參酌警力分配、社區居民意見等要素，由警察分局定期檢討調整 
應參酌區域別、金融機構、重要機關、學校、團體、特殊場所、特定營業場所等地區特性 
應參酌最近 6 個月內每一警勤區所發生治安事故之統計數，包括重大及一般刑案、違法(規)案件等治安狀況 
每年重新檢討劃設警勤區，並區分為「重要警勤區」或「一般警勤區」，陳報核定 

22 於衝要地點或事故特多地區，設置崗位或劃定區域，由服勤人員在一定位置瞭望，擔任警戒、警衛、管制等
工作，為何種勤務方式？ 
巡邏 守望 勤區查察 備勤 

23 下列有關警察勤務之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分駐（派出）所為勤務執行機構，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行及督導。其設置基準，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定之 
直轄市、縣（市）警察機關，於都市人口稠密或郊區治安特殊區域，因應警察設備情況及警力需要，得集

中機動使用，免設分駐（派出）所 
偏遠警勤區不能與其他警勤區聯合實施共同勤務者，應設警察駐在所，由員警單獨執行勤務 
警察分局為勤務規劃監督機構及一般性勤務執行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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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有關警察勤務時間，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0 時至 5 時為深夜勤  20 時至 24 時為夜勤 
6 時至 18 時為日勤  勤務交接時間，由警察分局定之 

25 依警察法及其施行細則第 2 條規定，警察是法律執行者，下列何者為警察輔助任務之行政作用？ 
維持公共秩序 保護社會安全 防止一切危害 促進人民福利 

26 警察勤務之裝備機具，按需要配備之，裝備機具配備標準，由何機關定之？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 內政部會同國防部 

27 有關警察勤務條例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服勤時間之分配，以勤六、息六為原則，或採三班制等其他適合實際需要之時間分配 
服勤人員每週連續輪休全日二次，遇有臨時事故得停止之；並得視治安狀況需要，在勤務機構待命服勤 
服勤人員每日應有連續 8 小時之睡眠時間，深夜勤務以不超過 4 小時為度。但有特殊任務，得變更之 
每日勤務時間為 8 小時，其起迄時間自 0 時起至 24 時止 

28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期間，以刑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後 3 年內為限 
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月實施查訪一次。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數 
受毒品戒治人者，每 3 個月實施查訪一次。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數 
行方不明者，應通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協尋 

29 依民國 96 年 4 月 25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勤務規劃（編配）策進作為」，下列何者非屬得納入巡邏中實施？ 
臨檢 備勤 勤區查察 守望 

30 下列何種編組人員非屬於各級勤務指揮中心均有之配置人員？ 
執勤官 執勤員 通訊員 110 受理員 

31 為強化對於轄區出獄人口之掌握，警勤區員警初次接獲出獄人口通知後，應於幾日內過錄相關資料，分別依
記事一、記事二建卡列管？ 
3 日 6 日 7 日 15 日 

32 依「警察機關拘捕留置人犯使用警銬應行注意要點」規定，拘捕對象和平接受拘捕後，以迄留置期間，是否
使用警銬，應審酌綜合判斷，下列何者錯誤？ 
所犯罪名之輕重 拘捕時之態度 人犯之年齡 人犯之身分地位 

33 依「各級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行注意要點」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於管轄區外執行搜索、逮捕、拘提時，應通報當地警察機關會同辦理 
於管轄區外執行情報及探訪活動時，得免通報 
警察局所屬分局員警越區至同一警察局其他分局轄區執行逮捕行動，得免通報 
跨他警察局轄區執行逮捕行動時，應通報該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 

34 有關刑案匿報、虛報、遲報之認定標準，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受理報案發現刑案未報，破案始報，發、破期間相隔 48 小時以上者，為匿報 
普通刑案發生與破獲逾 24 小時填報刑案紀錄表者，為遲報 
重大刑案發生與破獲逾 2 小時通報偵防中心暨內政部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者，為遲報 
陳報偏頗不實者，為虛報 

35 依「警察勤務條例」第 6 條規定，下列何種專業警察得配合警勤區劃分責任區？ 
交通警察 保安警察 外事警察 鐵路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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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下列對於警察依法對人民實施「管束」職權措施之敘述，何者錯誤？ 
遭遇人民抗拒管束措施時，於必要時得使用警銬 
警察執行管束時，得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品 
管束係警察為緊急救護人民或預防危害時，得行使之即時強制措施 
警察依本法第 7 條欲將人民帶回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如民眾抗拒不配合，得引用第 20 條規定，使用警

銬，強制帶回 
37 有關人民對警察之職權措施不服時得表示異議，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亦得表示異議 
係警察職權措施之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於當場所為的簡便救濟方法 
如當事人當場未請求執勤員警製作書面紀錄交付，於事後表明不服並要求補製作書面紀錄時，員警仍應立

即製作交付之 
當事人有無表示異議，並不影響事後提出訴願的權利 

38 有關「警察法」，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官職採分立制，其官等為警監、警正、警佐 
保安警察遇有必要派往地方執行職務時，應受當地行政首長之指揮、監督 
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由中央定之 
警察所為之命令或處分，如有違法或不當時，人民得依法提請國家賠償 

39 有關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執行家戶訪查時，遇有民眾對於警察身分有疑義時，應出示警察服務證證明身分 
執行家戶訪查遇有民眾報案時，應依單一窗口作業規定予以受理報案，並依單一窗口作業規定等相關規定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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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至 4 小時 
警勤區警力缺額達 1 年未能派補時，分局應於 1 個月內重新辦理警勤區劃分 

40 下列何者非屬於警察法所稱之警察官規事項？ 
警察官等 警察俸給 警察職務等階 警察編制 

41 依民國 101 年 3 月 16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警察機關勤前教育實施規定」，有關基層勤前教育規定，下列敘
述何者錯誤？ 
實施時間以不超過 30 分鐘為度，其起迄時間，由各警察機關自行規定 
實施單位實有人數（不包括主管）在 7 人以上者，應逐日實施；6 人以下，3 人以上者，隔日實施 
山地、離島等勤務執行機構勤務單純者，得不拘形式，每週實施 2 次 
勤前教育紀錄簿內每次施教內容，員警均應傳閱並於傳閱欄內簽章 

42 依民國 101 年 3 月 16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警察機關勤前教育實施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無故不舉行或不參加勤前教育者，劣蹟註記 
勤前教育紀錄簿無故未依規定記錄達 5 次以上者，申誡 
勤前教育紀錄簿無故未依規定記錄達 3 次以下者，劣蹟註記 
勤務手冊無故未依規定過錄達 5 次以上者，申誡 

43 依民國 100 年 4 月 2 日修正公布之「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5 條條文，下列何者非應定期查訪之治安顧慮人
口對象？ 
曾犯詐欺罪者 曾犯竊盜罪者 受毒品戒治人 列入感訓處分之流氓 

44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下列何者非警察得採行之「即時強制」措施？ 
管束 扣押 扣留 暫時驅離 

45 SARA 模式最屬於下列何種現代警政理論之核心? 
社區警政 問題導向警政 破窗理論 第三造警政 

46 依民國 100 年 4 月 15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警察受理民眾報案精進作為」，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勤區員警接獲本轄或他轄受理「失蹤人口」報案通報後，應於 3 日內前往訪問關懷家屬 
刑事案件發生後逾 10 日未破者，應派員實施慰問 
告訴乃論案件，除有正當理由外，於 3 個月內辦理移送 
受理單純汽車失竊案，除有正當理由且不可抗力因素外，含查證時間內以不超過 2 小時為原則，完成所有

報案程序 
47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警察依法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相關資料，應經何人核准後，方得實施？ 

警察局局長或警察分局分局長 警察局局長或刑警大隊大隊長 
警察分局分局長或偵查隊隊長 警察局局長或副局長 

48 警察依事實足認集會遊行或其他公共活動參與者之行為，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虞時，於該活動期間，
得蒐集參與者活動資料，該項資料為調查犯罪或其他違法行為，而有保存必要之資料，至遲應於資料製作
完成時起多久內銷毀？ 
3 個月 6 個月 1 年 3 年 

49 下列何者非「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6 條授權得實施查證身分的場所？ 
營業中的理容院  供住宿休息的賓館房間內  
卡拉 OK 小吃店  車站大廳 

50 依民國 100 年 10 月 14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端正警察風紀實施規定」，考核種類共分四類，下列何者不屬之？ 
平時考核 專案考核 年中考核 定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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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警察勤務，下列敘述何項錯誤？ 

每日勤務時間為 24 小時，0 時至 6 時為深夜勤，18 時至 24 時為夜勤，餘為日勤。延長服勤、停

止輪休或待命服勤，酌予補假 

勤務交接時間，由警察分局定之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 8 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視實際情形酌量延長之 

服勤人員每週輪休全日 2 次，遇有臨時事故得停止之；並得視治安狀況需要，在勤務機構待命服勤 

2 依據警察勤務條例，警勤區之劃分，除依據人口數外，不應參酌下列何種條件？ 

治安狀況、地區特性  警力多寡、工作繁簡 

貧富分布、經濟條件  交通電信設施、未來發展趨勢 

3 警察職權行使法所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係指何種職務以上長官？ 

內政部部長 地區警察分局長 警察局局長 警政署署長 

4 有關警察實施家戶訪查，下列何者錯誤？ 

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應嚴守行政中立，並不得利用權力、機會或方法使他人加入政治團體或參

與協助政黨 

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所得資料，應保守秘密，不得洩漏 

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訪查，只要告知訪查事由即可，不需要著制服 

警察家戶訪查，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方法為之，不得逾越訪查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

訪查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 

5 警察勤務對於民眾私人行為和民事上的法律關係，原則是不予干預，這是何種原則？ 

警察目的原則 警察適合性原則 警察比例原則 警察公共原則 

6 下列何者是警察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行機構，負責規劃、指揮、管制、督導及考核轄區各

勤務執行機構之勤務實施，並執行重點性勤務？ 

派出所 分駐所 警察分局 縣市警察局 

7 警察勤務之實施，應晝夜執行，普及轄區，並以那一類警察為中心，其他各種警察配合之？ 

行政警察 刑事警察 交通警察 外事警察 

8 警察應視轄區面積及治安、地理、交通情形實施巡邏，下列何者非警察巡邏勤務方式？ 

船巡 空中巡邏 騎巡 潛水巡邏 

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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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列何者是警察行使職權的錯誤執行方式？ 

警察行使職權，得逾越所欲達成執行目的之必要限度，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適當方法為之 

警察行使職權已達成其目的，或依當時情形，認為目的無法達成時，應依職權或因義務人、利害

關係人之申請終止執行 

警察行使職權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 

警察行使職權，不得以引誘、教唆人民犯罪或其他違法之手段為之 

10 警察勤務執行前，應舉行勤前教育。下列何種類型，不是制式勤前教育？ 

基層勤前教育 聯合勤前教育 專案勤前教育 分段勤前教育 

11 警察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相關資料，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只能由縣市警察局長核准後實施 

蒐集工作結束後，警察應與第三人終止合作關係。但有事實，而有繼續進行蒐集必要且經核准者，

得繼續合作關係 

於相關法律程序中作為證據使用時，應依民事相關訴訟法之規定 

該第三人為證人者，並不適用關於證人保護法之規定 

12 依據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作業規範，下列那個單位沒有設立勤務指揮中心？ 

內政部警政署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 林口警察分駐所 

13 行政警察勤務區之劃分，下列何種業務警察得配合劃分責任區？ 

交通警察、消防警察  刑事警察、外事警察 

森林警察、環保警察  國境警察、鑑識警察 

14 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文中對警察勤務條例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警察勤務條例已非單純組織法，實兼有行為法之性質 

對人實施臨檢須有相當理由足認其行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例原則，不

得逾必要程度 

臨檢進行時，必須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行人員之身分 

臨檢進行前，不需要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 

15 保安警察派駐地方執行職務時，兼受縣市長指揮監督。其與當地警察機關之聯繫，下列敘述何種錯

誤？ 

保安警察依指揮監督機關首長之命令，執行特定警察業務，對當地警察機關居於輔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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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勤務分配應會商行之 

保安警察協助地方治安，執行特定警察業務，對當地警察機關居於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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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下列何種情形，有關警察機關扣留之物得予變賣之敘述錯誤？ 

有腐壞或價值重大減損之虞 

經通知 1 個月內領取，且註明未於期限內領取，將予變賣，而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未於期限內

領取 

保管、照料或持有所費過鉅或有其困難 

扣留期間逾 6 個月，無法返還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且不再合於扣留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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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警勤區劃分，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依自治區域，以一村里劃設一警勤區；村里過小者，得以二以上村里劃設一警勤區；村里過大者，

得將一村里劃設二以上警勤區 
依自治區域，以二村里劃設一警勤區；村里過小者，得以三以上村里劃設一警勤區；村里過大者，

得將二村里劃設三以上警勤區 
依人口疏密，以 1000 人口或 500 戶以下劃設一警勤區 
依人口疏密，以 3000 人口或 800 戶以下劃設一警勤區 

18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路段，由服勤人員擔任臨場檢查或路檢，執行取締、盤查及有關法令

賦予之任務，稱為什麼勤務？ 
地區守望 街頭巡邏 臨檢 備勤 

19 有關警察勤務，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勤區查察為個別勤務，由警勤區員警專責擔任 
巡邏、臨檢、守望、值班及備勤為共同勤務，由服勤人員按勤務分配表輪流交替互換實施之 
共同勤務得視服勤人數及轄區治安情形，採用巡邏及其他方式互換之，但均以臨檢為主 
警察勤務條例依據警察法第 3 條規定制定之 

20 勤區查察方式的改變是因應社會變遷有所調整而改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以往戶口查察有侵犯民眾隱私之嫌 
於警勤區內，由警勤區員警執行之，以家戶訪查方式為之 
擔任犯罪預防、為民服務及社會治安調查等任務 
家戶訪查辦法，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定之 

21 警勤區之基本資料，所謂「一圖」是何者正確？ 
警勤區轄境圖 治安斑點圖 家戶訪查圖 人口動態趨勢圖 

22 警察分局每半年應實施警勤區員警家戶考詢 1 次，考詢內容不包括下列對象或狀況？ 
轄區重要人士  轄區治安概況  
轄區重大或連續犯罪人口 轄區家暴或失蹤人口 

23 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適用於各縣市警察局。至於本條例之於各專業警察機關之勤務為何？ 
各專業警察機關執行各該專屬勤務時準用之 
各專業警察機關另行制定各該專屬勤務之規定 
各專業警察機關執行各該專屬勤務時，因地制宜，有些適用，有些不適用 
各專業警察機關執行各該專屬勤務時，不需要有類似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 

24 員警於捷運車站巡邏，發現一名疑似精神疾病之男子，在月台上意圖自殺，應該採取何種處置？ 
私人行為，不予干涉   
聯絡捷運保全人員，向前制止其行為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為保護其生命，得暫予管束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命令其離開車站 

25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警察執行勤務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民眾查證其身分，下列敘

述何者錯誤？ 
合理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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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論是否為營業時間，警察都可以進入公眾得出入之營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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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員警執行巡邏勤務時，接獲民眾兇殺案件報案，當第一時間抵達現場，發現有人死亡，有人受傷，

下列何種處置作為應該最優先？ 

報告分局長  通知葬儀社  

通報消防單位派救護車，將傷者送醫 通知家屬 

27 我國警察勤務條例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最新修正時間是民國 96 年 7 月  

是依據警察法第 4 條規定制定 

總共條文 30 條   

各級警察機關應擬定實施細則，陳報其上級警察機關核准施行 

28 對於轄區治安顧慮人口家戶訪查不遇，下列作法何者錯誤？ 

以書面或電話再約定時間查訪 最好於晚上 10 點前實施家戶訪查 

申請拘票，拘提之  如果行蹤不明，應通報協尋 

29 警勤區員警對於新遷入人口、失蹤人口、身分不明人口以及有刑案紀錄者實施家戶訪查時，下列那

一事項是正確的？ 

新遷入人口基本資料將由勤區查察處理系統，主動以新增訊息方式通知，警勤區員警接獲通知後，

應主動於 3 個月內實施現地訪查 

警勤區員警接獲受理失蹤人口報案通報後，應於 3 日內前往訪問關懷家屬，並至少每 3 個月訪查 1 次 

警勤區員警應隨時使用電腦核對治安顧慮人口等特別具有記事人口資料，於戶卡片目錄註記「記

事 1」，並依警察勤務條例實施查訪 

身分不明人口如經比對或查詢無法得知身分時，為因應個人資料保護法之施行，處理人員不得以

數位相機拍下該個案照片，而是應盡速利用大眾傳播工具，加以宣導、查尋 

30 有關家戶訪查對於屢查不遇人口通報作業程序，下列事項何者是正確的？ 

家戶訪查應於日間行之，但屢查不遇人口（3 次以上），經與受查訪人約定時間查察（得於任何時

間）者，不在此限 

有關居住事實之認定、虛報遷徙登記、撤銷遷出等業務，依戶籍法施行細則第 2 條之 1 暨戶籍法

第 25 條、第 54 條規定均屬警察機關權責 

警察機關對虛報遷徙人口處理，僅於家戶訪查發現疑似未按址居住情事時，基於協助互惠原則，

得將查訪情形通報戶政事務所依權責查處 

警勤區員警可以連線勤區查察處理系統，擬訂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利用間接訪查詢問訪查未遇

人口可能在家時段，再次擬訂腹案日誌表，並於戶卡片副頁及日誌表註記第 2 次查訪，儘量規劃

同時段前往查訪後，將日誌表陳請分駐（派出）所所長核定，納入勤務編排 

31 警察職權行使法對於攔檢盤查的依據，在該法第 6 條有明確的規定，其部分內容略為：「其地點由

警察機關主管長官指定之」，有關指定的要件內容，下列那一項非屬之？ 

處理重大公共安全而有必要者 以防止犯罪而有必要者 

處理社會秩序事件而有必要者 以偵查犯罪而有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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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關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3 條第 3 項之規定，主要是在禁止以引誘教唆違法手段達到警察目的，因而，

警察執勤若使用「陷害教唆」的執勤方式應該被禁止。該條文的規定係要求警察執法應遵守下列那

項原則？ 

警察目的原則 誠信原則 比例原則 保留原則 

33 依據警察勤務條例及學者專家之著作，有關勤務督導之規定下列何者正確？①各級警察機關為激勵

服勤人員工作士氣，指導工作方法及考核勤務績效，應實施勤務督導及獎懲 ②黎明、黃昏、暴風、

雨、雪、重要節日及特殊地區，應加強勤務督導 ③勤務督導分為駐區督導、專業督導及聯合督導 

④根據各國警察監督的方法，可分為外勤及內勤兩類。外勤的監督方法包括警用電話（無線電話）

的使用、巡邏箱（線）使用、實地考察等；內勤監督方法包括上下班及請假查考、工作數量記載、

工作辛苦程度等等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34 有關巡邏勤務之準備與執行階段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①遇可疑人、車，實施盤查時，得採取必

要措施予以攔停人車、詢問基本資料、令出示證明文件；若有明顯事實足認有攜帶傷害生命身體之

物，得檢查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②執行機車巡邏時，防彈頭盔部分：戴安全帽，不戴防彈頭盔；如

執行特殊勤務時，由派出所所長視治安狀況決定 ③夜間到達巡邏點時，不要馬上簽巡邏表，應

持手電筒巡視周遭環境；確認無安全顧慮時再拿取簽到表，簽巡邏表時應注意背後有無安全顧慮 

④無論單雙警出勤前，均應自行檢查應勤裝備 

①②④ ①③ ②③ ①②③ 

35 有關員警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96 年 3 月 21 日警署行字第 0960052743 號函頒修正「警察機關受理 e 化

平臺作業要點」，運用該平臺資訊系統，進行案件受理、資料輸登、通報及查詢等處理工作，全程

以電腦管制作業。下列之 e 化平臺的各系統作業內容，何者有誤？ 

一般刑案作業系統：一般刑事案件受理、筆錄製作、報案三聯單製作及刑案紀錄表輸入等作業 

失車作業系統：汽、機車失竊案類之受理、筆錄製作、四聯單製作及刑案紀錄表輸入等作業 

兒少脫逃作業系統：兒少脫逃及受虐或性侵害案件受理、筆錄製作及相關表單輸入等作業 

查捕逃犯作業系統：查捕逃犯之查詢、緝獲登輸、通報及要案專刊查尋等作業 

36 警察勤務中有關於勤務指揮中心的運作，下列之敘述何者錯誤？ 

各級警察機關之勤務指揮中心，統一調度、指揮、管制所屬警力，執行各種勤務。轄區內發生重

大災害、事故或其他案件時，得洽請非所屬或附近他轄區警力協助之 

警察機關為掌握全般治安狀況，發揮勤務指揮管制功能，設置三級勤務指揮中心，其中警察局與

港務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屬於第二級 

勤務指揮中心之功能設計上，在英譯名有「C4I」之稱，其中 C4 是指揮（Command）、管制

（Control）、通信（Communication）、電腦（Computer）的意思；I 是指情報資料（Information）

的處理、分析與運用 

各級勤務指揮中心自民國 68 年開始創立，三級開設時，由總值日官督導運作；非辦公時間由執勤

官代理之 



 代號：5601 
頁次：8－6 

37 若您執行值班勤務，下列那一工作項目，非您應有的職責？ 

駐地安全維護、通訊聯絡及傳達命令 

接受查詢、申請、報案（告）及犯罪嫌疑人、保護管束人等對象之保護、協管、移送 

應勤簿冊、武器、彈藥、通訊、資訊設備及其他裝備之保管 

防情警報傳遞、警報器試轉以及其他指定辦理事項（如收發公文） 

38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規定之「執行守望勤務作業程序」，其執行要領何者正確？①準時現地交接班，

確實掌握守望要點周遭環境與治安狀況，並與其他勤務人員密切聯繫，相互支援 ②指揮整理交通

秩序或取締違規與攤販，應立於適當、明顯之處所，遇有可疑人車仍應處置通報 ③除特別規定及

事故外，不得擅離崗位，活動範圍可在周圍約 100 公尺內巡視 ④如處理事故須離開崗位時，應通

知其他勤務人員，以利相互支援 

①②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④ 

39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之「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有關查訪項目、查訪次

數、查訪期間等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實施查訪項目包括：1.查訪對象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2.其他有助於維護社會治安及防制

查訪對象再犯之必要資料 

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個月實施查訪 1 次。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數。戶籍地警察機

關發現查訪對象不在戶籍地時，應查明及通知所在處所之警察機關協助查訪；其為行方不明者，

應通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協尋 

警察實施查訪，應選擇適當之時間、地點，以家戶訪問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並應注意避免影響

查訪對象之工作及名譽 

警察實施查訪，應於日間為之。但與查訪對象約定者，不在此限。實施查訪時，必須著制服，並

告知事由 

40 有關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9 條「蒐集公共活動參與者現場活動資料」之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本條文之立法，依其立法理由說明，係為防止有不法行為嫌疑之參與者，造成公共安全與社會秩

序之危害 

本條文賦予警察在集會遊行或公共活動中，有權攝影、錄音，此乃係因應人民言論之權利意識高

漲所造成的立法結果 

依本條文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為調查犯罪或其他違法行為，得保存攝影錄音資料之規定看來，

本條職權之行使，具有促進人民福利之作用 

依本條文規定所蒐集之資料，於活動結束後，應立即儲存於警政資料庫，俾利其他公務機關使用 

41 警察職權行使法對於警察職權的類型加以規範，可以分類為對人、對物、對處所、對其他（例如資

料傳遞、利用等）等不同方式，其中有關於對人的措施包括下列那幾種？①管束、驅離 ②蒐集資

料、鑑識身分 ③扣留、處置 ④拍賣、銷毀 

①②③ ①② ②③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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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警察勤務機構是警察勤務執行與監督的中心，亦是警察勤務發動的起始點，下列有關警察勤務機構

之規定，何者錯誤？ 

警察勤務機構，區分為基層機構、執行機構及指揮機構 

警察勤務區，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由員警一人負責 

警勤區依下列規定劃分：1.依自治區域，以一村里劃設一警勤區；村里過小者，得以二以上村里劃

設一警勤區；村里過大者，得將一村里劃設二以上警勤區。2.依人口疏密，以 2000 人口或 500 戶

以下劃設一警勤區 

刑事、外事警察，得配合警勤區劃分其責任區 

43 若您是警勤區員警，當您實施家戶訪查時，必須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的相關規定執行，

請問下列之敘述，何者正確？ 

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訪查時，勿須訪查之住居人、事業負責人或可為事業代表之人同意，即可進

入其適當處所辦理 

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訪查，應至受訪查對象生活、營業之場所，實地個別訪查。但警察所、分駐

（派出）所所長或警勤區員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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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查或座談會方式實施 

警勤區員警為執行家戶訪查，所建立之各類簿冊，得記錄訪查家戶之姓名、住居所、職業、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聯絡方式及其他執行公務所必要事項 

警勤區員警於家戶訪查所作成之資料，可供警察機關內部執行犯罪預防、為民服務或維護社會治

安使用，並可提供其他公務機關處理健保、稅務或地籍等使用 

44 101 年 5 月 31 日內政部警政署函頒修訂之「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中，有關勤區查察勤務

執行，下列何者正確？①勤區查察簽出後 30 分鐘、返所前 20 分鐘內，應至村里長服務處所、警勤

區內「巡邏簽章表」（二處以上）處巡簽 ②警勤區管轄範圍過大（如山地、偏遠地區）或其他特

殊原因，致繞巡警勤區治安要點有困難者，得另依轄區特性規劃繞行區域 ③勤區查察時應著制服、

攜帶服務證及下列裝備物品：1.無線電通訊器材：一律佩帶。2.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3.警勤區員

警聯繫卡。4.社區治安及為民服務意見表。5.家戶訪查簿。6.其他相關社區治安簡訊或政令宣導資料 

④家戶訪查之實施，應於日間為之，但與訪查對象約定者，得於 22 時前實施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45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7 條主要係承繼第 6 條之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那些措施：①帶往勤務

處所 ②搜索 ③詢問 ④逮捕 ⑤攔停 

①②③ ①③⑤ ②③④ ①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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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具體危害，而有對其執行非侵入性

鑑識措施之必要者」，所謂非侵入性鑑識措施包括：①採取指紋 ②採取唾液 ③抽血 ④錄影 

⑤錄音 

①④⑤ ①③④ ①②④⑤ ②③⑤ 

47 警察勤務是推展警察業務的具體行動，無論是勤務部署、運作、方式及規劃，皆有原則可循，下列

何種原則是正確的？ 

勤務部署以集中隱藏為原則 勤務運作以集權固定為原則 

勤務方式以攻勢破案為原則 勤務規劃以彈性效能為原則 

48 若您是派出所員警，依法在某路口執行路檢勤務，您依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之方法，仍無法查證被盤查人之身分時，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有關下列之措施何者錯

誤？ 

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時，應即向派出所所長或值班人員報告 

若被帶往處所查證之人為未成年，仍應即時告知其有指定親友或律師之權利 

如被帶往處所查證之人告知「無親友或不通知律師到場」，致不能執行通知者，自不必通知，惟

應於相關工作紀錄文件載明，並請其簽名 

查證身分時，若當事人拒絕、虛偽搪塞或拒絕到場，除使用強制力外，警察職權行使法並無罰鍰

或行政處罰之規定 

49 有關國、內外警察勤務的沿革，下列何者錯誤？ 

現代警察的起源可追溯到 1829 年英國皮爾爵士（Robert Peel）的改善首都及其近郊警察法案（An 

act for improving the police in and near the Metropolis） 

我國現代型態警察組織，大約在清朝同治年間傳入，有規模的設置從清朝光緒年間開始 

我國「警察勤務條例」於民國 61 年 8 月公布實施，「警察職權行使法」則於 92 年 12 月三讀通過，

翌年 6 月開始實施 

社區警政制度是近年來國內、外警政思潮的主流，它是一種警政哲學，實務界並無一致性的策略

或看法 

50 警察分局應利用各種集會或聯合勤教機會，對警勤區員警宣導落實家戶訪查工作，以期建立共識、

共信與共勉，以下何人應於勤前教育時，提示家戶訪查工作重點，檢討工作缺失，並隨時抽核員警

相關資料？ 

分駐（派出）所所長  分局長 

分駐（派出）所副所長 戶口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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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甲、 申論題部分：（5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勤區查察的任務為何？（9 分）又警察勤務區員警在警察勤務區的活動中，應如何經營
該警察勤務區？（16分） 

二、請舉例說明何謂犯罪熱點（hot spot）？（10 分）警察對於犯罪熱點，應如何規劃與執行
警察勤務？（1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5601 

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警察勤務應為主動先發式（proactive）的發現問題而非被動反應式（reactive）的處理問題，此乃警察勤務的： 
迅速原理 機動原理 彈性原理 顯見原理 

2 警察機關勤務執行應符合依法行政之原則。執行過程中有涉人民自由權利之職權時，須有法律授權，始符合： 
法律比例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正當原則 

3 依警察法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下列何者非由直轄市立法事項？ 
關於警察勤務機構設置、裁併及勤務之實施事項 
關於直轄市警察教育之實施事項 
關於直轄市警察業務之實施事項 
關於直轄市義務警察、駐衛警察之組設、編練、派遣、管理等事項 

4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為勤務執行機構，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行及督導。其設置基準由下列何者定之？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局 警察分局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 

5 依警察勤務條例，關於警察勤務時間，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每日勤務時間為 24 小時，其起迄時間自 8 時起至翌日 8 時止 
零時至 6 時為深夜勤，18 時至 24 時為夜勤，餘為日勤 
勤務交接時間由警察局定之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 8 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視實際情形酌量延長之 

6 勤區查察為重要的警察勤務之一，其依據的相關法規有那三種？①警察法 ②警察勤務條例 ③家戶訪查作業程序 
④戶口查察實施辦法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 

7 新遷入人口基本資料將由勤區查察處理系統，主動以新增訊息方式通知，警勤區員警接獲通知後，應主動於多久之內
實施現地查訪？ 

3 天 1 週 1 個月 3 個月 
8 勤區查察若編排兩人以上聯合查察或以組合警力支援查察之勤務，其勤務性質應為： 

個別勤務 共同勤務 聯合勤務 組合勤務 
9 關於勤區查察之規範，下述那個組合最正確：①以個別訪查為主，聯合查察為輔  ②就警勤區內實施個別訪查 

③了解轄區內之人、地、事、物之概況 ④建立警勤區概況資料，並註記於相關簿冊，保持資料常新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10 雖然時代日換星移，警察值班勤務仍未減其重要性，此乃因值班的多種功能使然，下列關於值班勤務功能的敘述何者
為最正確：①從犯罪偵防觀點看，派出所 24 小時都有人值班，隨時受理民眾報案及處理突發事故，涵攝「永不間斷」
的意義 ②從為民服務立場而言，警察全天候無休，民眾在事故發生時馬上找警察，值班人員則為警察之代表，其重
要性不因時代變遷而有任何改變 ③值班是警察機關的第三級勤務指揮中心，居承上啟下之地位 ④值班人員彰顯的
是國家主權無時不在、無所不在的意義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11 警察機關受理一般刑案應依規定開立三聯單，下述有關受理報案及三聯單之規定何者正確？ 
無刑案現場致不能勘查之案件，若報案人堅持索取三聯單時亦應開立發給 
受理告訴乃論之案件，一律免開三聯單 
立即破案之案件，一律免開三聯單 
員警受理一般刑案後，應於 24 小時內將該筆資料上傳內政部警政署資料庫 

12 備勤勤務執行準備及要求，何者錯誤？ 
應在勤務機構內或指定處所，穿著制服整裝待命，以備突發事故之機動使用 
有關配帶槍彈及穿著防彈衣、盔，以不配帶為原則 
服勤人員應保持機動，但深夜可著裝睡覺；未奉派執勤時，亦可保養裝具或整理文書、簿冊 
遇有派遣時，應動作迅速，準時出勤，不得藉詞推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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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為強化治安維護措施，提升勤務指管功能，落實勤務規定，內政部警政署特規定三線報告系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用電話系統、無線電話系統、網路系統 主官系統、業務系統、勤務指揮系統 
警政署系統、警察局系統、警察分局系統 指揮系統、管制系統、通信系統 

14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 26 條規定，各級警察機關應實施勤務督導，其目的有三，請選最正確的一組：①激勵服勤人員工
作士氣 ②指導工作方法 ③落實勤務紀律 ④考核勤務績效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15 有關憲法、警察法、警察法施行細則等法令，對於警察勤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警察勤務制度，指警察勤務之單位組合勤務方式之基本原則事項 
憲法第 110 條規定，縣警衛之實施，由縣立法並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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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勤務分配應會商行之 
警察基層人員採警員或偵查佐制，施行程序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 

16 依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特殊時間、地點應加強勤務督導，下列何者是該條例規定的特殊時間、地點？①暴風、雨、雪 
②黎明、深夜 ③黃昏 ④重要節日及特殊地區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17 警察勤務區員警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及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執行家戶訪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應嚴守行政中立，並不得利用權力、機會或方法使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政治團體或參與協助政
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舉辦之活動 
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所得資料，應保守秘密，不得洩漏 
家戶訪查屬於行政調查或行政指導之行為，法律上具有強制性 
警勤區員警於家戶訪查所作成之資料，僅供警察機關內部執行犯罪預防、為民服務或維護社會治安使用 

18 依內政部警政署 90 年函頒「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為」及 98 年以函文明確界定「專案性勤務」定義之內容，下列
有關「專案性勤務」之敘述，何者正確？ 
一般行政警察所執行的勤務稱為一般勤務（又稱經常勤務、普通勤務）；巡邏、臨檢、守望等稱為共同勤務；另有
關交通、刑事、保安、婦幼等勤務，配合行政警察實施者，稱為專案勤務 
對超過 1 週以上之專案性勤務，規劃單位應每日檢討 1 次 
各外勤單位主管基於特殊因素須執行專案性勤務者，應由主管親自規劃審核後方得實施 
專案性勤務以不編排為原則，應視其勤務性質納入巡邏等法定勤務中執行 

19 警察於勤務中，發現符合路（攔）檢之對象，實施身分查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檢人未攜帶身分證件或拒絕出示身分證件或出示之身分證件顯與事實不符，而無從確定受檢人身分時，帶往警察
局、分局、分駐（派出）所查證 
報告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或通知受檢人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發現違法（規）情事，依法定程序處理，例如發現受檢人違反刑事法案件，應即轉換依刑法之規定執行，並告知其
犯罪嫌疑及相關義務 
自檢查之時間起不得逾 3 小時 

20 假如您是擔服行政院安全維護勤務之警察，遭群眾攻破防禦工事，侵入建物，破壞門窗，強佔辦公廳舍，對於違法滋
事者，您當場可依下列何種法令，執行您的職權？①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加以留置、管束 ②依警械使用條例加以制止 
③依刑事訴訟法加以拘提、逮捕 ④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嫌移送首謀者 
①②④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21 近來少數員警舉發拒絕酒測案件，未當場明確告知違規人全部法律效果，致行政訴訟判決撤銷拒測之處分，因此，員
警取締酒駕時，認定駕駛人拒絕酒測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應告知相關之法律效果。而這些
法律效果，下列何者錯誤？ 
處新臺幣 6 萬元罰鍰   
當場移置保管車輛，並得向汽車所有人收取移置費及保管費 
吊銷駕駛執照 3 年內不得考領 
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22 假如您是擔服值班勤務之員警，受理性侵害案件，請問您必須遵守下列那些事項？①對於性侵害被害人個人資料保密
應恪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相關規定 ②依照「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辦理減述流程 ③屬於刑
法第 221 條、第 222 條之重大性侵害案件，應製作重大刑案通報單，通報婦幼隊審核後轉報刑事警察局偵防中心 
④由專案人員陪同被害人至醫院驗傷採證，了解案情提供相關資訊給偵查人員現場採證方向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 

23 有關員警取締酒後駕車之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 4 人一組為原則，分別擔任警戒、指揮攔車、盤查、酒測及舉發，並得視實際需要增加 
駕駛人因不勝酒力於路旁車上休息，未當場查獲有駕駛行為者，應補充相關證據足可證明其有駕駛行為，始得依法
舉發；如駕駛人係因發覺警察執行稽查勤務，始行駛至路邊休息，仍應依規定實施檢測 
路檢時員警應提高警覺，注意被攔檢車輛動態，並隨時準備閃避，且每次攔檢最多以 2 輛為原則 
執勤人員攔檢車輛時，以觀察駕駛人外貌辨明有無飲酒徵兆為主，不得將頭探入車窗內，以避免危害自身安全 

24 古今中外警察的外勤活動方式，以巡邏為主要骨幹，以其活動範圍廣、機動立即反應快、為民服務機會多、嚇阻犯罪
力量大。因此，巡邏是非常重要的警察勤務，下列有關員警執行巡邏勤務時之注意事項，何者錯誤？ 
到達巡邏點時不可馬上下車，必須在周遭有安全顧慮範圍內巡邏一下，不要馬上巡簽 
若是 2 部機車巡邏時，應一前一後，保持安全距離，前後要不定時互換 
簽好巡邏表後，機巡時，1 名先上機車，另外 1 名擔任警戒；汽巡時，駕駛人員先上車，另外 1 名擔任警戒，2 
人不要同時上機、汽車 
單警出勤前應自行檢查應勤裝備；雙警出勤前應相互檢查應勤裝備 

25 有關分駐（派出）所勤業務之執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為勤務執行機構，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行及指揮、管制、督導 
偏遠警勤區，得設警察駐在所，並聯合其他駐在所員警共同執行勤務 
分駐（派出）所設置的目的包括：組合警勤區、形成治安面、供作服務站等 
警察分局於必要時，得設警衛派出所，在特定地區執行守護任務 

cq
文字方塊
立即上網搜尋〝警察特考中心〞了解更多警察特考與警大考試訊息、準備方向與課程優惠。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專辦：警察特考、消防特考、警大研究所、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察人員升官等警察考試。連絡電話：07-2233812         高見公職LINE帳號：godtrain



類科名稱：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3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警察勤務概要（試題代號：56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

單選題數：25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B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C B A A D C A B C

D B C D C C D A B

A D C A C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cq
文字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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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50 
全一張
（正面）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 警察勤務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各國警察勤務組織在警力部署上，大多採行何種警力配置原則？（9 分）其主

要原因為何？（16 分） 
二、「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Oriented Policing）是一種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警察勤

務作為。假設你所服務的派出所轄區內，經常於某時段頻繁發生交通事故，試問應

如何運用此種警政模式於勤務規劃的程序中？（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6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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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下列那些措施？①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 ②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
特徵 ③拍搜駕駛人或乘客之身體 ④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 行政警察執行勤務佩帶槍彈，應由主官依據各該轄區實際治安狀況、警械配備、員警本身能力，適當調配，有關
佩帶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勤區查察：個別專責查察不佩帶，聯合查察佩帶 
巡邏、臨檢、值班、守望：佩帶 
備勤：不佩帶；但突發事件之機動使用或臨時勤務之派遣，依所服勤務性質佩帶 
其他勤務（含各專業機關執行各專屬警察勤務）：視勤務性質、服勤地點及事實需要，由主官決定 

3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26 條規定，各級警察機關實施勤務督導之目的有三，下列何者正確？①激勵服勤人員工作
士氣 ②指導工作方法 ③考核勤務績效 ④發揮督察功能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4 警察機關受理 e 化平臺作業系統共有 9 類，下述 4 類系統作業內容何者錯誤？ 
一般刑案作業系統：一般刑事案件受理、筆錄製作、報案三聯單製作及刑案紀錄表輸入等作業 
失車作業系統：汽機車失竊案類之受理、筆錄製作、四聯單製作及刑案紀錄表輸入等作業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作業系統：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登輸、處理、管理、統計及報案三聯單製作等作業 
交通事故作業系統：交通事故案件受理、筆錄製作及相關表單輸入等作業 

5 員警於執行巡邏勤務中遇有可疑人、車，實施盤查時，得採取之必要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予以攔停人車，詢問基本資料，令其出示證明文件 
若有明顯事實足認有攜帶傷害生命身體之物，得於請示上級許可後，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受盤查人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或拒絕出示身分證件或出示之身分證件顯與事實不符，而無從確定受檢人身分

時，帶往警察局、分局、分駐（派出）所查證 
帶往查證時並報告勤務指揮中心及通知受盤查人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6 備勤人員於奉派解送人犯前，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應檢查人犯身上有無藏匿兇器、藥物、違禁物、管制物或其他危險物品，以防其自殺或脫逃 
先令人犯如廁，以避免途中藉機脫逃 
依規定使用警械或相關戒具、重要人犯應加腳鐐，以防脫逃 
以警備車單人解送人犯時，得命人犯坐於駕駛座右側，以防其脫逃或襲擊 

7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下列何者為勤務規劃監督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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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局 警察分局 分駐（派出）所 

8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 8 條規定，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時，得實施之事項。下列何者正確？①告知與警
察聯繫之方法與最近發生之治安狀況及防範危害事故相關作為 ②訪詢家戶居家生活內容 ③指導家戶生活安
全維護事項 ④其他必要為民服務事項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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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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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50 
全一張
（背面）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 警察勤務概要 
 
9 依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警察查訪該類人口時，下列何者錯誤？ 
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個月實施查訪 1 次。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數 
警察實施查訪，應選擇適當時間、地點，以家戶訪問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並應注意避免影響查訪對象之工

作及名譽 
警察實施查訪，應於日間為之。但與查訪對象約定者，不在此限 
警察實施查訪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不用告知查訪事由 

10 為符合現代都市治安變化之需要，檢討修正警察勤務制度，從民國 84 年起，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一系列「強化警
察勤務功能」相關策進作為，授權各勤務單位在既有主、客觀條件下，能彈性、靈活編配勤務，其相關策進作
為有關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內政部警政署對勤務的規劃只作原則性規定，授權分局長依地區特性、治安狀況、警力等因素自行規劃，逕行實施 
警力運用視任務需要，變更過去「優勢警力」觀念為「適當警力」，應依地區特性、治安狀況、警力多寡、

民眾需求等因素適當調配、彈性派遣、打破建制、相互支援 
所長（主管）應親自編配勤務或副所長（指定代理人）依其編配原則，編排勤務分配表 
各級警察機關轄區內發生重大災害、事故或其他案件時，得跨分局、局，洽請非所屬或附近他轄區行政或專

業單位協助之 
11 警勤區員警於勤區查察後，有關民眾於「社區治安及為民服務意見表」反映之事項，應提前於勤務結束前幾分鐘

返所，依規定陳報、轉報，或過錄其他資料，陳請所長核閱？ 
10 分鐘 15 分鐘 20 分鐘 30 分鐘 

12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警察分駐所、派出所為勤務執行機構，依其性質，負責警勤區之事項，下列
何者正確？①規劃 ②勤務執行 ③業務推動 ④勤務督導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13 警察勤務運作原理有一個假設：警察人員愈早到達犯罪現場，則逮捕犯罪人之機會愈大。此乃基於勤務運作之： 
機動原理 迅速原理 彈性原理 顯見原理 

14 下列何者係內政部警政署民國 104 年 4 月 2 日通報減化警察協辦業務 20 項之內容？①協助傳染病防疫 ②協助
狂犬病、登革熱、急性傳染病防治宣導 ③協助違法藥品之稽查取締 ④協助違法藥師、藥劑生之稽查取締 
⑤協助違法食品安全衛生稽查 ⑥查緝非法外勞 ⑦協助急難救助之個案訪查 ⑧協助非道路範圍攤販之取締 
①②③④ ①③⑤⑦ ②④⑦⑧ ⑤⑥⑦⑧ 

15 擔服維護行政院區安全之勤務係下列何者？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國防部警衛大隊 

16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期間，管轄警察局（分局）之查訪密度為何，並得視其再犯危險增加查訪次數？ 
每週至少 2 次 每週至少 1 次 每半個月查訪 1 次 每個月查訪 1 次 

17 依據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規定，分駐（派出）所得視需要重新評估，規劃調整設置，但其須經下列何者
核准？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 該管縣（市）政府 該管縣（市）政府警察局 

18 有關警察人員執行勤務著防彈衣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汽車巡邏時，不分日間及夜間，下車執勤時才須著防彈衣 
執行守望勤務時，不分日間及夜間，一律著防彈衣 
機車巡邏時，不分日間及夜間，一律著防彈衣 
臨檢時，不分日間及夜間，一律著防彈衣 

19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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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視狀況進入訪查即可  應經受訪查人之同意並引導，始得進入 
得不經其同意，逕行進入訪查 應經村（里）長陪同，受訪查人之同意，始得進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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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定之久任係指下列何者？ 
6 年以上 3 年以上 2 年以上 1 年以上 

21 警察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情事者，應在時限內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違者依法令
應受何種處分？ 
罰鍰 罰金 小過 申誡 

22 下列何者不是訂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之目的？ 
結合社區治安需求 強化警勤區經營效能 防制訪查對象再犯 建立警民夥伴關係 

23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16 條規定，除有特殊任務得變更外，深夜勤務以不超過幾小時為度？ 
8 小時 6 小時 4 小時 2 小時 

24 當你針對可能經營地下錢莊高利貸放等處所，實施掃蕩勤務時，係在執行下列何種專案？ 
緝仿專案 緝豺專案 安康專案 正俗專案 

25 警察為維護社會治安，得定期實施查訪治安顧慮人口，以防制再犯，下列何者不是治安顧慮人口？ 
曾犯公共危險罪，經執行完畢者 曾犯妨害自由罪，經執行完畢者 
曾犯擄人勒贖罪，經執行完畢者 曾犯妨害性自主罪，經執行完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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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及104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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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勤務概要（試題代號：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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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考試及105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40110-40410 
60110-60410 
80110-80810 

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鐵路人員考試
等 別 ：四等考試、員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道圍牆，作為自我防衛的設施，避免心靈受到外來的傷害；

然而，它也可能阻止我們接受新資訊及他人善良的建議，也可能成為我們往外

發展的障礙，而不利於成長。試以「拆卸自己心中的圍牆」為題，作文一篇，

闡述己見。 

二、公文：（20 分） 
科技部為提升大學研究能量，鼓勵產學合作，特訂定「106 年大學校院產學合作

獎勵辦法」，歡迎各大學提出申請。申請日期自 105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

止，審查結果將於 106 年 1 月 15 日公布。相關資料及申請表件已公布於該部網

站，申請者可逕行查閱及下載。試擬科技部針對此案致各大學校院函。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4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
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根據上文，優旃真正想建議的是下列那一項？ 
不要擴大興建園林  園林要開放給大家遊賞打獵 
君王的園林之中要多養一些珍禽異獸 訓練麋鹿作戰，可以防備東方的賊寇 

「予觀弈於友人所。一客數敗。嗤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為不逮己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
予頗易之。甫下數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餘。竟局數之，客勝予
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弈者，終日默坐而已。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
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
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
暇論人哉！」 
「客請與予對局，予頗易之」中的「易」，與下列選項文句中之「易」字，何者意義相同？ 
時移世「易」，許多成規舊俗的必要性受到質疑 
器小「易」盈者，有了點小成就，就趾高氣揚 
他自恃才高又不謙虛待人，常鄙「易」其他同仁 
那位企業家平「易」近人的特質，頗受眾人推崇 

承上題，本文之主旨為何？ 
觀棋局時不必靜默肅穆，可以任意指點 
善讀書者，應古今兼重，不宜賤古貴今 
人往往容易看到他人缺失，而不識自己之短處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應適時提點以助棋局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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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幾年內，照相先是變得那麼容易，接著還變得既不費力也不耗錢，用手機附帶的相機
功能，愛拍什麼拍什麼，愛怎麼拍就怎麼拍，拍完了高興存著就存著，不高興就刪掉，每個人
都留下了巨量的相片，每一分鐘生活都可以被拍下來錄下來，看起來很方便很進步，但卻也因
此照相就失去了過往幫我們揀別故事的功能，那麼多後面沒有故事支撐的相片，將來誰還會看，
還能從中看到什麼呢？」根據上文，作者認為照相變得容易後所遺失的價值是： 
客觀事實的紀錄 逝去景象的儲存 真實心情的展現 記錄故事的作用 
下列選項之詩句，何者並非表現「今昔盛衰之感」？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根據上文，
孔子之所以讚美顏回為「賢」，乃因其人具有何種特質？ 
先憂後樂 獨善其身 安分守己 安貧樂道 
對聯的上半聯是：「門前莫約頻來客」，則其下半聯以何者最為恰當？ 
花香鳥語是詩情 最難風雨故人來 座上同觀未見書 書有未曾經我讀 
項羽與劉邦的鴻門宴中，太史公記錄了最後劉邦脫逃前與屬下的對話：「沛公曰：『今者出，
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
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根據上文，下列那一項敘述正確？ 
劉邦本來打算不告而別 張良命令樊噲留下來斷後 
樊噲認為情勢緊急無須拘泥小節 劉邦以為安定天下最重要在於禮制的施行 

親愛的兄弟姊妹： 
記住一件事，馬拉拉日不是我的日子。 
今天是每一個女人、每一個男孩，以及每一個女孩揚起他們的聲音，為自己的權益發聲的日子。
數以千計的人們被恐怖分子奪走了性命，好幾百萬人因而受傷。我只是其中一位而已。 
因此我站在這裡……，茫茫人海中的一名女孩。 
我不只為了自己，更為了所有的女孩與男孩發聲。 
我揚起自己的聲音，不是因為我想叫喊，而是因為我想讓那些無法言語者的聲音能夠被聽見。 
對於那些曾為了自己的權益起身奮戰的人： 
他們有權要求一個和平的環境。 
他們應當被待以尊嚴。 
他們應當擁有均等的機會。 
他們有權接受教育。 
在二０一二年的十月九日，塔利班的子彈射進我前額的左側。他們也射傷了我的朋友。他們以
為子彈能夠讓我們噤聲。但他們失敗了。而現在，從那沉默之中升起了千百個聲音。恐怖分子
以為他們能夠改變我們的目標，並阻止我們的渴望，但我的生命依然如昔，除了一件事情以外：
弱點、恐懼，與絕望隨之逝去。力量、動力和勇氣隨之誕生。我還是同一個馬拉拉。我的渴望
仍然沒變。我的期望仍然沒變。我的夢想仍然沒變。 
一個孩子，一個老師，一支筆，以及一本書，就足以改變這個世界。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不是這篇文章所要表達的？ 
所有人都有權接受教育  
一個孩子就足以改變這個世界  
馬拉拉揚起她的聲音，因為她喜歡叫喊  
傷害馬拉拉並不能使想讓女人接受教育的人放棄目標 
承上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馬拉拉受傷後，感到恐懼和絕望 
馬拉拉不只為了自己，更為了所有的女孩與男孩發聲 
「馬拉拉日不是我的日子」意思是這一天才是馬拉拉的生日 
文中「無法言語者」的聲音，是指和馬拉拉一樣有弱點、恐懼和絕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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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現行監察院之職權？ 
向行政院及其各部會調閱其所發布之命令及各種有關文件 
監察院經各該委員會之審查及決議，向行政院及其有關部會提出糾正案 
對於失職及違法之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提出糾舉案或彈劾案 
彈劾總統、副總統 

2 關於考試院職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之訓練專屬於考試院之職權 考試委員應超出黨派，行使職權 
考試院會議為合議制，並以院長為主席 考試委員須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其職權 

3 關於司法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司法權之行使，應受憲法及法律之拘束 
公務員懲戒不屬於司法權之作用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司法院應不得僅具 高司法行政機關之地位 
司法權之獨立性，受憲法明文保障 

4 下列有關行政院會議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須先經行政院會議議決才能送交立法院審議 
行政院會議原則上以行政院院長為主席 
行政院會議之成員，包括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政務委員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 
緊急命令須經行政院會議議決，總統始得發布之 

5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覆議制度之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得提出覆議案者，限於對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 
有關法律案之覆議，由總統向立法院提出 
立法院對覆議案，在會期中若逾 15 日未作成決議，原決議失效 
立法院若決定維持原決議，行政院院長應接受該決議而無須辭職 

6 依據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履行下列何種職權，須經行政院院長副署？ 
任命行政院院長  任命監察委員  
發布解散立法院之命令  公布法律 

7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憲政體制中行政院院長不信任案與解散立法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提出 72 小時後，應於 48 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 
不信任案應先經全院委員會通過後，再提至立法院院會，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

院院長應於 10 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解散立法院 
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1 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8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上行政權之範圍？ 
政策擬定 公務員懲戒 預算案提出 財經重大變故之因應 

9 下列何者非屬總統之特權或職權？ 
提出憲法修正案  解散立法院 
國家機密特權  決定國家安全有關之大政方針 

10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得解散立法院，其程序或條件，下列何者不屬之？ 
戒嚴或緊急命令生效期間不得解散立法院 須經諮詢立法院院長 
立法院須先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 須經行政院院長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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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關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關於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並立制、政黨比例代表席次及政黨門檻

的規定，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規定具有憲法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 
選舉方法不得有礙民主共和國及國民主權原則之實現，亦不得變動選舉權、平等權之核心內涵 
百分之五之政黨門檻規定部分，可能使政黨所得選票與獲得分配席次之百分比有一定差距，而有選票

不等值之現象，違反選舉平等 
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並立制兼顧選區代表性與政黨多元性，此一混合設計及其席次分配，違反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 
12 依憲法、憲法增修條文及相關法律之規定，關於創制、複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創制與複決之實施，係為避免立法機關怠於立法或立法獨裁，以彌補代議政治之缺失 
複決包括人民對於憲法修正案或法律，以投票決定是否通過之權利 
創制包括人民得依法律規定之程序提出法案，促使立法機關修改法律之權利 
複決包括立法原則之複決 

13 若國家安全法規定人民入出國境均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將構成對人民何種基本權利之限制？ 
言論自由 資訊自由 遷徙自由 職業自由 

14 有關人民結社組織人民團體之權利，依法律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照人民團體法，組織政黨無須事前許可，如其目的危害民主憲政秩序，主管機關得命其解散 
依照人民團體法，組織政黨以外人民團體須經事前許可，如成立後其行為危害民主憲政秩序，主管機

關得廢止其許可 
人民團體之命名權與更名權，不屬於憲法第 14 條結社自由保障之範圍，但受憲法第 22 條人格權之保障 
依照人民團體法，主管機關對人民團體限期整理並停止理事、監事之職權，如該等人員為無給職，即

不涉憲法第 15 條工作權保障問題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見解，下列何者非屬憲法上制度性保障？ 

工作權 訴訟權 學術自由 婚姻與家庭 
16 關於我國選舉、罷免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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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 
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 6 個月以上者，為公職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選舉人 
選舉人年滿 23 歲，得於其行使選舉權之選舉區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人。但直轄市長、縣（市）長候選

人須年滿 30 歲；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候選人須年滿 26 歲 
現役軍人、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或公務人員，不得為罷免案提議人 

17 有關人身自由限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人身自由之限制一律有法官保留原則之適用 
外國人受驅逐前由內政部移民署為暫時收容，若未超過 15 日者，無法官保留之適用 
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置，須以法律規定 
強制進入勞動教育場所，亦屬對人身自由之限制 

18 下列何者不是憲法基本國策與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實施或推行之制度？ 
公醫制度 全民健康保險 勞資糾紛仲裁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19 關於職業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非營利性質之職業，亦受職業自由保障 
私立學校之董事，不受職業自由保障 
法律必須為追求重要之公共利益，始得限制人民之執行職業自由 
法律不得規定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客觀條件 

20 關於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資訊隱私權屬於憲法第 7 條至第 21 條明文列舉之基本權利 
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對於其個人資料之揭露有決定之權利 
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對於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之權利 
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對於其個人資料之錯誤記載有更正權 

2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係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權利？ 
新聞自由 學術自由 婚姻自由 人身自由 

22 有關憲法本文前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具有法的拘束力  前言可作為釋憲的依據 
明示制憲目的  非憲法一部分，僅具政治意涵 



代號：2601 
頁次：4－3  

23 早年政府將患有漢生病（俗稱麻瘋病）之病患，依職權強制隔離於特定院區居住，不得擅自離開，此種
作法，侵害病患何種基本權？ 
生命權 名譽權 人身自由 通訊自由 

24 承上題，對於政府依職權強制隔離病患相關作法之違憲審查，不涉及下列何種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正當程序原則 

25 關於原住民族之保障，下列何者非憲法增修條文明文要求國家應採取之措施？ 
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 
積極發展維護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保障、扶助原住民族經濟土地，並促進其發展 
以優惠性差別待遇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受教育權 

26 As a stranger’s fingerprint was found in the crime scene, Miss Smith’s death was considered a       and the 
police now have to find out who killed her. 
 patricide  pesticide  homicide  herbicide 

27 Boston Marathon bomber Dzhokhar Tsarnaev was       to death penalty for killing three and injuring 264 
people. However, he wouldn’t be executed anytime soon. 
 judged  prisoned  criticized  sentenced 

28 The police must convince the judge that a crime has been committed in order to obtain a       to search the 
suspect’s house or arrest the suspect.  
 wiretap  witness  warrant  weapon 

29 The talented young chess player       laid himself open to attack, made himself look vulnerable and then 
checkmated his opponent when least expected. 
 deficiently  deliberately  imprudently  implicationally 

30 Having been       for more than ten hours and asked the same questions repeatedly, the suspect finally 
confessed that he murdered the two people. 
 arrogated  convicted  confronted  interrogated 

31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at advocate for the rights of children, primarily in the       justice and child 
welfare systems, are commonly found in Western countries.  
 juvenile  immature  undeveloped  disadvantaged 

32 Every city has a/an       telephone number for people to ask immediate helps from the police department. In 
the US, people call 911, here in Taiwan the number people dial in that case is 110. 
 insurance  rescue  emergency  disaster 

33 You have the right to       silent. If you do say anything, what you say can be used against you in a court of 
law.  
 stand  say  remain  promise  

34 If you are arrested or detained by the police,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tain      . 
 coroner  counsel  cousin  corporal 

35 Sir, thanks for your calling. An officer in the neighborhood will be       to your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dispatched  dispersed  distributed  dissembled 

36 As a police officer, it is my duty to       the law courteously and appropriately without fear or favor. 
 refine  defeat  employ  enforce 

37 Excuse me, Sir. You were speeding, and here is your      . 
 ticket  fine  notice  warrant 

38 Police       the brothel, and arrested 10 people for prostitution, including two juveniles. 
 permitted  raided  demoted  washed 

39 Riot police may be employed to       or control crowd. 
 dissemble  disport  disperse  dispread 

40 The new committee decided to put more officers on the street to       high crime areas. 
 patrol  park   parole  probate  

41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those who are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shall be presumed       until proven 
guilty. 
 naive  nothing  innocent  incorrect 

42 Peter spent 20 years in and out of the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s only to find himself relapsing into 
drug       over and over again. 
 addition  addiction  adjustment  admission  



代號：2601
頁次：4－4 

43 The police officer must have hard evidence at hand to believe that the arrestee has       a crime. 
 conducted  committed  consumed  concluded 

44 Stop! You are       arrest. 
 down  below  over  under 

45 Chen You-hau is a       person of Taiwan for economy crimes. He is at large abroad. 
 running  escaped  missing  want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On April 17, 2011, Helen Lander was found dead in her home. The medical examiner Dr. Robertson originally 

declared the death an accident. After an anonymous letter and belief from former medical examiner Meryn Jumble that 
Helen’s death was a murder, the case was reopened. 

Helen’s husband, Mr. Richard Lander, was indicted on charges of murder and tampering with evidence. However, 
Lander had a solid alibi. His daughter, the sole eyewitness, claimed that the door to the bathroom was shut, and when 
Lander heard no response from his wife, he opened the door and found his wife, and then he moved her to the bedroom 
to lay her on a more comfortable floor. Besides, the prosecution failed to come up with a murder weapon and motive at 
beginning. 

Later in the trial, an alleged murder weapon was brought forth, the shower bench. But Lander’s defense team called 
upon many witnesses to testify for Mr. Lander. One of them was Tracy Williams, a personal trainer, who said Helen 
Lander had dizziness, which would explain why she fell in the shower.  

The possibility that Lander was innocent was quickly disputed by the facts that District Attorney Will Thompson 
displayed. From the opening statements of the trial, the prosecution stressed the idea that, in view of the rigor mortis, 
i.e., the stiffening of the limbs after death, Helen Lander had been dead for hours before her daughter called the police. 
The rigor mortis, which would not happen in twenty minutes, contradicted Lander’s alibi that he moved his wife’s body 
from the bathroom where he claimed that she fell to the bedroom almost 60 feet away. Lander’s movement of the body 
also became more noted when the prosecution began to investigate blood spatter around the bedroom. There was blood 
spatter at the scene on a bedside lampshade, a slanted wall and water bottles next to the bed. This blood spatter 
indicated to Rose Green, a forensic scientist, that the injuries occurred while at the bedside, not the shower as Mr. 
Lander had claimed. 

After a two-week-long trial, Mr. Lander was found guilty of second-degree murder in killing his wife. He was also 
convicted of tampering with evidence in his attempt to cover up the crime.  
46 Where was Helen Lander killed? 

 In the bedroom.  In the basement.  In the bathroom.  In the living room.  
47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evidence for Mr. Lander’s prosecution?  

 Blood stains were found in the bathroom. 
 Helen’s personal trainer testified against him. 
 Helen’s death time wasn’t what Lander claimed to be. 
 The shower bench was found to be the murder weapon.  

48 Why didn’t Mr. Lander have a solid alibi? 
 The text message left by Helen was contradictory with his testimony.  
 The time his daughter was with him was not Helen’s death time. 
 An anonymous letter pointed out the invalidity of his alibi. 
 A mysterious woman witnessed the murder. 

49  What are the charges against Richard Lander? 
Murdering his wife and injuring his daughter   
 Helping his wife committing suicide and hiding the murder weapon 
Murdering his wife and altering the evidence  
 Hiding the murder weapon and deceiving the police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The murder weapon was not found. 
 There were several eyewitnesses to the murder. 
 Helen Lander fell in the shower because of dizziness. 
 The motive of the murder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p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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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攤商甲係不明身分人士，於公共場所任意叫賣物品，造成妨礙交通，警察人員到場

制止，甲不聽禁止，警察人員逕行通知其到場調查時，甲亦不願配合而欲離去，警

察人員伸手抓住其手腕，使其停止離去。請依強制手段與任意手段之性質，論述該

警察人員之行為為強制手段抑或任意手段。（25 分） 

二、民國 104 年內政部警政署及臺北市政府決議減化警察之協辦業務，例如協助查緝禁

菸場所、協助查緝爆竹煙火等業務，但對於協助食品安全衛生稽查或協助違法藥品

之稽查取締等業務仍維持執行。試述警察職務協助之意義及特質為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6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警察法訂定的法源依據為何？ 

憲法 警察勤務條例 刑事訴訟法 警察職權行使法 

2 有關警察職權行使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攔停車輛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行政執行依行政執行法 

使用警械依警械使用條例 發布警察命令依警察法 

3 警察勤務條例第 11 條第 3 款規定，臨檢屬於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種。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除法律另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行場所之臨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

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 

對人實施之臨檢則須以有相當理由足認其行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例原則，

不得逾越必要程度 

臨檢進行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行人員之身分，並應於現場實施。非經

受臨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臨檢人將有不利影響或妨礙交通、安寧者，不得要

求其同行至警察局、所進行盤查 

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行動自由、財產

權及隱私權等甚鉅，只要能取締到民眾違法行為，得以任何手段執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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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列何者為警察官等？ 

警務佐 警佐 委任 員 

5 有關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應移送下列那一機關執行之？ 

司法院所屬各級地方法院 原處分機關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 該管行政法院 

6 執行機關需於夜間、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對執行對象行政執行者，須有下列何項配合措施？  

需持有執行通知書  需會同管區警察執行 

需會同鄰里長執行  徵得義務人同意 

7 警察對於身分查證及資料蒐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查證身分時，對於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係以防止犯罪，或處理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

秩序事件而有必要者為限。而其指定應由檢察官為之 

警察對於有事實足認有參與職業性、習慣性、集團性或組織性犯罪之虞者，為了防止犯罪，得經由警

察局長口頭同意後，於一定期間內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 

詢問人民姓名或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無法查證身分時，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 

自攔停起不得逾五小時，且應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8 警察為維護治安，並防制治安顧慮人口再犯，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及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實行查訪時，應以日間為之，並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其身分 

查訪期間，以刑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後五年為限。但假釋經撤銷者，其假釋期間一併列入計算 

查訪之目的係了解對象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並蒐集助於維護社會治安及防制查訪對象再犯之必

要資料 

戶籍地警察機關發現查訪對象行方不明時應依法通報協尋 

9 下列何者不是行政機關實施「即時強制」的條件？ 

避免急迫危險 避免人員逃跑 阻止犯罪發生 阻止危害發生 

10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數警察機關有管轄權時，由那一警察機關管轄？ 

受理在先之警察機關管轄 行為發生地之警察機關管轄 

行為結果地之警察機關管轄 行為人住、居所在地之警察機關管轄 

11 若行為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數個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分別裁處勒令歇業及停止營業，其營業處所相同者，僅就勒令歇業執行之；若營業處所不同者，併執

行之 

裁處多數拘留者，併執行之，合計不得逾六日 

裁處多數罰鍰者，併執行之，合計不得逾新臺幣五萬元；如易以拘留，合計不得逾六日 

裁處多數申誡，則分別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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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警察機關對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嫌疑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採取下列何種措施？ 

逕行拘提  逕行移送法院 

強制其到場  逕行裁處 

13 下列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處罰，何者錯誤？ 

拘留：一日以上，三日以下；遇有依法加重時，合計不得逾五日 

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之裁處，應符合比例原則 

罰鍰：新臺幣三百元以上，三萬元以下；遇有依法加重時，合計不得逾新臺幣九萬元 

申誡須以書面或言詞為之 

14 社會秩序維護法所指的「深夜」，定義為何？ 

晚上 10 時至凌晨 5 時  晚上 10 時至凌晨 3 時 

凌晨 0 時至 3 時  凌晨 0 時至 5 時 

15 集會遊行法所稱之「主管機關」，係指集會、遊行所在地的那一機關？  

警政署 警察局 警察分局 縣市政府 

16 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責任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違反本法之行為，不問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出於過失者，得以拘留並減輕其罰則 

精神耗弱或瘖啞者觸犯本法，得減輕處罰。於其處罰執行完畢後，得責由其監護人加以監護；若無人

監護或不能監護時，得送交療養處所治療 

未滿十四歲者、心神喪失者，違反本法之規定，不罰 

教唆他人實施違反本法之行為者，依其所教唆之行為處罰 

17 現行集會遊行法對於集會、遊行的舉辦，採取什麼方式管理？ 

事前報備制  申請許可制 

提前預約制  申請登記制 

18 有關拘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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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拘留，應在拘留所內執行之。而拘留所設置於警察機關內之適當處所，並應符合安全、衛生及便於管

理之要求 

被拘留人請求攜帶未滿三歲子女入所者，得拒絕之 

看守員警應注意被拘留人之拘留期限，如將屆滿仍未獲釋放通知時，除報告拘留所主任外，應迅即與

該案承辦人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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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警察於集會遊行活動期間，認為參與者之行為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虞時，得予攝影、錄音或以其

他科技工具，蒐集參與者現場活動資料的執法依據為何？ 

集會遊行法  警察法 

刑事訴訟法  警察職權行使法 

20 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警察行使職權時，所採取的方法、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情事有意見，得採取下列

何種作法？ 

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  依法提起訴願 

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依法提起民事訴訟 

21 有關公務人員遵守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公務人員不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不得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 

不得介入黨派或政治團體紛爭 不得擔任公職候選人 

22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經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執行完畢，六個月內再有違反本法行為者，得加重處罰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人，於其行為未被發覺以前自首而受裁處者，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拘留或罰鍰之加重或減輕，得加至或減至本罰之二分之一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者，其為停止營業、罰鍰、沒入、申誡者，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三個月未執行

者，免予執行 

23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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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內提下列何種救

濟措施？ 

行政訴訟 訴願 聲明異議 請願 

24 下列何者情形，係警察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得使用槍械之時機？ 

經警發現有犯罪嫌疑人  抗拒違規稽查聚眾叫囂 

發現持有凶器滋事之虞者 依法應逮捕之人拒捕、脫逃 

25 行政執行，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令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履行之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

超過多久未執行不再執行？ 

三個月 一年 三年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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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某派出所員警以警備車押解人犯時，途中因故下車，致警備車遭人犯趁機駛離。為
避免此類情事發生，你於執行各種勤務時，應如何注意警備車裝備安全？（20 分） 

二、民眾報案指稱：其住家隔壁傳出激烈的吵架、打鬥聲音，請警察前來查看。你與另
一位備勤人員，前往現場後發現，該民宅大門呈開啟狀態，進入屋內，發現一名中
年男子倒在血泊中，並且血流不止。你通知緊急救護人員，並通報請求支援，你的
同事負責現場周邊警戒與查訪，你則負責記錄，請問你應該記錄那些事項？（20 分） 

三、你接獲通報前往交通事故現場，發現道路中有人被不明車輛撞擊倒地受重傷，肇事
車輛已逃離現場，你在現場處理時，應特別注意那些事項？（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你帶班與同事執行取締酒駕勤務，經攔停一輛自用小客車，你聞到汽車駕駛人甲及乘客乙均有酒味，故
告知要進行酒測，他們稱離喝酒結束未逾 15 分鐘，並請求漱口，應採取下列何種取締酒駕方式？ 
應對 2 人實施酒精測試，因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並無等待 15 分鐘
及漱口規定，不必依甲、乙之請求為之 
甲為汽車駕駛人，應僅對甲實施酒精測試，因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
並無等待 15 分鐘及漱口規定，不必依甲之請求為之 
應對 2 人實施酒精測試，為保障其正當行政程序，應依甲、乙之請求為之 
甲為汽車駕駛人，應僅對甲實施酒精測試，為保障其正當行政程序，應依甲之請求為之 

2 你在警察分局擔任偵查佐職務，處理具有原住民身分甲因酒駕的公共危險刑事案件，下列詢問程序，何
者錯誤？ 
通知法律扶助基金會，由該會指派律師到場並交付刑事委任狀後詢問 
如甲請求立即詢問，不論法律扶助基金會要否派遣律師到場，應即逕行詢問 
等候律師到場者，逾 4 小時仍未到場，警察得逕行詢問 
於通知法律扶助基金會後，如未有律師到場前，不得進行詢問 

3 晚上 11 時你在派出所擔服備勤勤務，接獲值班員警指派你與同事前往處理某住戶製造噪音事件，到達現
場後，發現報案人樓上住戶甲在施工敲打牆壁所發出之噪音，已干擾附近住戶，此時何種處理方式 適
當？ 
依噪音管制法規定，完全歸地方環保機關主管，應即通報該管機關派員處理 
依違反噪音管制法規定，協助地方環保機關舉發，事後再行移送環保機關裁罰 
依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逕行製單處罰之 
經錄音錄影等蒐證，並調查周邊其他住戶反應，確實難以忍受，即勸阻甲，並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規定調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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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在執行路檢勤務，機車駕駛人甲紅燈違規右轉遭攔停後，表示未攜帶任何身分證明文件，只同意陳述

姓名及住居所，卻堅不提供其他可資辨識之人別資料，此時你應如何處置？ 
如顯然無法查證甲身分時，得將甲帶往勤務處所查證並再依交通違規部分做處置，且應即向分局勤務

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親友或律師 
因未攜帶任何身分證明文件，應請甲通知律師到場，經證明身分無疑後放行 
甲不提出真實身分文件，即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7 條第 2 款規定處罰後，再依交通違規部分做處置 
立刻向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報備後，即可強制將甲帶回勤務處所查證並再依交通違規部分做處置 

5 你剛分發到派出所擔任值班工作，查閱了值班勤務的相關規定，下列何者不屬值班之工作項目？ 
接受查詢、申請、報案（告） 持送公文至分局 
通訊聯絡及傳達命令  派出所駐地安全及裝備之維護 

6 甲在親友陪同下哭著來到派出所報案，並稱剛在轄內的旅館遭受性侵害，你是值班員警，除儘快向所長

報告案情外，第一時間應如何處置？ 
初步受理報案，儘快通報分局專責人員，並協助所長指揮所內員警趕往現場戒護及證據保全 
儘快通報分局專責暨婦幼隊人員，趕往案發現場勘察採證、拍照並由所內員警帶同甲至醫院驗傷採證 
協助所長指揮員警優先至案發現場勘察採證、拍照並帶同甲至醫院驗傷採證 
儘快完成筆錄製作，並安撫甲情緒及避免二度再遭受傷害 

7 你與同事執行夜間巡邏勤務，前往下一個巡邏點，依執行巡邏簽章作業程序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到達巡邏點切勿急於拿取巡邏簽章表，應持手電筒巡視周遭環境，確認無安全顧慮時再取出簽到表簽章 
二部機車巡邏時，應一前一後，保持安全距離，前後不得互換 
巡邏行進間注意前、後、左、右之可疑人、車，路口臨時停車應注意左右有無可疑人、車或可疑人近身 
到達巡邏點時要馬上下車，並在周遭有安全顧慮範圍內巡邏一下，不要馬上巡簽 

8 你和員警甲一起擔服巡邏勤務，在抵達巡邏點來回巡視後，由甲先行拿取巡邏簽章表簽章，此時你第一

時間應採取何種措施較為適當？ 
逕自以無線電向勤務指揮中心報告現場狀況 以警用小電腦查詢附近是否有失竊車輛 
針對巡邏點四周警戒有無安全顧慮 疏導交通秩序並攔查附近違規車輛 

9 你在線上巡邏，獲報某廢棄工寮有人吸食毒品，赴現場查看發現有 2 名可疑男子，地上有安非他命毒品

吸食工具及殘渣袋，該 2 男子否認施用毒品，稱路過在此聊天，經 M-Police 查詢 2 人均有毒品前科，此

時應如何作為 適當？ 
該 2 男子均非現行犯，且無事實證明施用毒品，查證身分後讓其離去 
該 2 男子已有客觀情事合理懷疑吸毒，依現行犯逮捕 
該 2 男子均有毒品前科，依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強制採尿送驗後請回 
合理懷疑該 2 男子施用毒品，現場採證後請其配合返所說明，取得同意採尿送驗後請回 

10 你是偵查隊偵查佐，為查緝甲涉嫌詐欺犯罪事證並到案說明，經檢察官向院方聲請核發甲住居所搜索票

並依職權核發拘票，命你於限期內執行搜索、拘提。經查甲與母親同住，數度埋伏均未見甲。本日 18 時

為令狀實施期限，你於 12 時前往該住處查看，仍無法確定甲是否在內，下列作法何者 不適當？ 
出示搜索票進入實施搜索，請甲母在場並將搜索結果載明至搜索扣押筆錄 
出示搜索票進入訪查，如確認甲不在內，退出埋伏至 18 時再持搜索票實施搜索 
以查訪方式探詢甲母有關甲動向，如確認甲不在內，檢還搜、拘票 
持續在屋外埋伏至甲返回住居所，於期限內執行搜索、拘提 

11 你是分局偵查佐處理一件性侵害案件，現場勘察採證時在被害人租屋處發現床單上疑似沾有體液，床舖

左側地上掉落疑似擦拭過衛生紙，及浴室垃圾桶內使用過之保險套；請問應將上述生物性跡證如何包裝

送驗？ 
全部裝入一個大的塑膠證物袋中 分別裝入不同的塑膠證物袋中 
全部裝入一個大的牛皮紙證物袋中 分別裝入不同的牛皮紙證物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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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鐵南下列車第 8 節車廂廁所內，服務人員發現 2 個外貼「聖戰千秋」字條大行李箱，不停冒出刺鼻白

煙，迅速通知警方到場。經鎖定犯嫌及其住處，你依法進入屋內搜索，發現大量化學藥劑、瓦斯罐、汽

油桶等，在地面上散落長約 5 至 10 公分，寬約 10 至 15 公分碎紙條，此時你如何對案情進行有效連結？ 
將散落地面碎紙條集中一堆攜回處理 
對單片碎紙分別逐一詳細檢視記載結果 
只需採集化學試劑作進一步鑑定，不需處理碎紙 
採集散落碎紙片進行物理性拼合，並檢視呈現內容 

13 你是分局偵查佐，舉辦聯合掃蕩毒品專案時，有四個小隊分別在不同處所，查獲無相關共犯關係之嫌犯

甲乙丙丁，其分別坦承持有下列所述毒品，請問那個涉嫌人適用行政裁罰程序？ 
甲單純持有 18 公克海洛因毒品 乙單純持有 18 公克大麻毒品 
丙單純持有 18 公克安非他命毒品 丁單純持有 18 公克愷他命毒品 

14 你處理一起酒後駕車 A2 類交通事故，肇事駕駛人甲送醫後經醫院檢驗其血液中酒精濃度為 50 mg/dL，下

列有關甲酒駕涉及公共危險罪案件，你應如何處置 正確？ 
勸導代替舉發，原則上不依公共危險罪移送 
向當地管轄地檢署檢察官報告，並依其指示辦理 
檢附測試觀察紀錄表及相關佐證資料移（函）送檢察機關 
移送檢察機關，無須檢附測試觀察紀錄表 

15 你處理發生於閃光號誌正常運作交岔路口的交通事故（如下圖），甲車沿中華路由南往北至路口直行，

乙車沿中正路由東往西至路口左轉彎，二車發生碰撞。有關本案 可能的肇事原因為下列何者？ 
乙轉彎車未讓甲直行車先行 
甲直行車未讓已完成轉彎乙車先行 
甲支線道車未讓乙幹線道車先行 
甲左方車未讓乙右方車先行 
 
 
 
 
 
 

16 你於尖峰時間正在路口指揮交通，有一位民眾騎機車闖紅燈疾駛而去未能攔查，經你記明車號查詢車主

為王○○，下圖舉發單二處圈起的欄位，你應如何填寫 適當？ 
 
 
 
 
 
 
 
 
 
 
被通知人勾填「汽車駕駛人」，駕駛人（或行為人）姓名填「逕行舉發」 
被通知人勾填「汽車駕駛人」，駕駛人（或行為人）姓名填「王○○」 
被通知人勾填「汽車所有人」，駕駛人（或行為人）姓名填「逕行舉發」 
被通知人勾填「汽車所有人」，駕駛人（或行為人）姓名填「王○○」 

北方

中正路

中
華
路

甲車 

乙車 

駕駛人 
(或行為人) 
姓 名 

被 通 知 人
汽車駕駛人

汽車所有人

其他行為人

閃紅

閃黃 

閃紅 

閃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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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你正在執行巡邏勤務，發現甲騎乘 300 立方公分的機車直行通過下圖路段，請問甲行經何車道時你應加

以取締？ 

 

 

 

 

 

 

 

 

車道⑤ 車道①② 車道③④ 車道①②⑤ 

18 你執行巡邏勤務時，接獲勤務指揮中心通報前往處理民眾檢舉違規停車案件，現場發現一部懸掛黃底黑

字車牌的機車停於汽車格內（如下圖箭頭處），有關本起案件你應如何處置 適當？ 

 

 

 

 

 

 

 

 

 

回報勤務指揮中心現場並無違規情事，繼續執行巡邏勤務 

該機車駕駛人違規情節輕微，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 

逕行舉發該機車停車時間、位置、方式、車種不依規定 

逕行舉發該機車於汽車專用停車位違規停放機車 

19 你辦理集會遊行業務，接獲某團體負責人甲來電，向你請教在室內辦理大型宗教活動之集會申請程序，

你應如何告知？ 

向該管警察局提出申請  向該管警察分局提出申請 

向該管分駐（派出）所提出申請 告知無須申請 

20 你服務於分局偵查隊，隊長指派你負責對轄內集會遊行活動蒐證，以避免違法事件發生，請問你蒐證之

法律依據為何？ 

社會秩序維護法  集會遊行法 

刑法  警察職權行使法 

禁
行
機
車 

禁
行
機
車 

線寬 
10 公分

② ③ ④ ⑤

線寬
10 公分

線寬
10 公分

線寬
10 公分

道路
緣石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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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Oriented Policing）是一種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警

察勤務作為。請敘述「問題」的定義為何？根據前述定義，「問題」形成需具有那

六個要素？（25 分） 

二、有關內政部警政署民國 105 年 3 月函頒修正「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其

主要之修正要旨可歸納為五大改革方向，除「督導及獎懲」與「優劣加分、扣分事

項」外，請敘述尚有那三項改革及其修正緣由為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6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分駐所、派出所設置或裁併，係由下列那一個機關核准調整？ 

行政院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 該管地方政府 

2 依據「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規定，下列有關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原則，何者錯誤？ 

分駐所、派出所轄區內至少應該有三個以上警察勤務區 

分駐所、派出所轄區以不跨越鄉（鎮、市、區）為原則 

分駐所、派出所轄區以不分割村里自治區域為原則 

未設警察分局之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得設置分駐所 

3 警察為防止危害或犯罪，得遴選第三人秘密協助蒐集所需資料。下列有關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敘

述，何者正確？ 

警察遴選第三人時，應以書面敘明相關事項，陳報該管警察局長或警察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警察遴選第三人係為防止危害或犯罪，情況可能相當緊急，只要當事人有意願，不需詳細了解其基本

資料 

第三人係屬協勤性質，不必對其實施相關訓練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期間， 長可達三年 

4 下列何者非為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訪查的主要工作？ 

犯罪預防 犯罪偵查 為民服務 社會治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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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8 條規定，警察局基於事實上需要，得編組部分警力，設下列何種勤務執行機構，

以便在特定地區執行守護任務？ 

勤務隊（組） 入山檢查所 警衛派出所 行動派出所 

6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有關我國警察勤務時間分配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八小時為原則 

勤務時間之分配以勤四息八為原則 

深夜勤務以不超過四小時為度 

如勤務執行機構編制人員為六人者，得採半日更替制 

7 有關破窗理論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此理論強調勿以轄內輕微犯罪是小惡，就怠忽規劃處理 

若是放任社區中的物理環境惡化而不予管理，將增加社區居民的犯罪被害恐懼感 

此理論促請警察不應僅關注重大犯罪，也應該留意轄區中的輕微犯罪 

從此理論衍生的警政模式，即為著名的問題導向警政策略 

8 有關勤前教育的實施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基層勤前教育係以分駐所、派出所為實施單位 

聯合勤前教育係以警察局為實施單位 

勤前教育施教內容應該包括宣達重要政令 

勤前教育施教內容應該包括勤務檢討及當日工作重點提示 

9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依法留置、管束人民，於必要時亦得對其使用警銬或其他經核定之戒具。

試問下列何者非為其適用範圍？ 

遇有民眾抗拒留置、管束措施時 遇有民眾攻擊警察時 

遇有民眾酒醉不省人事之時 遇有民眾自殺或自傷之虞時 

10 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警察實施查訪，應以日間實施為原則 

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半個月實施查訪一次 

治安顧慮人口為行方不明者，應通報各警察分局協尋 

為能確實掌握治安顧慮人口行蹤，避免再犯，可選擇任何時間、地點查訪 

11 有關警力部署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警察勤務宜採散在制 

都市、城鎮地區的警力部署，以集中制為主，散在制為輔 

交通工具、通訊設施缺乏的地方，宜採散在制 

我國縣市警察局現階段警力部署，係採行集中、散在併用制，但較偏向集中制 

12 當你擔任值班勤務，受理民眾失蹤人口報案，應不分本轄或他轄立即受理，不得拒絕或推諉，但經查明

有下列那些情形不在此限？①因案通緝者 ②入監服刑或因案羈押者 ③出境一年未有入境紀錄者，且

戶籍為國內之人 ④為詐領社會福利補助、保險或其他事由者 

①①① ①①② ①①② ①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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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國憲法、警察法、警察法施行細則等法令，有關警察勤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警察任務中「依法促進人民福利」為警察之特別任務 

憲法第 109 條規定，省警衛之實施，由省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縣執行之 

警察勤務制度，指警察、憲兵、海巡等情治機關勤務方式之基本原則事項 

警察官制、官規、教育、服制、勤務制度及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直轄

市、縣（市）執行之 

14 有關警察法及其施行細則對於警察職權行使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①違警處分權之行使，依警察法令

規定之程序為之 ②協助偵查犯罪與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

之規定行之 ③行政執行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行之 ④使用警械依警械管理條例之規定行之 

①① ①① ①② ①② 

15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26 條規定，下列那些特殊時間、地點應加強勤務督導？①地震發生時 ②重要節日

及特殊地區 ③深夜 ④黎明 

①① ①② ①② ①① 

16 有關「警察勤務條例」及內政部警政署函頒「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對於值

班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於勤務機構設置值勤臺，值守之 

以擔任勤務調派、社會治安調查為主要工作 

必要時，並得站立門首瞭望附近地帶，擔任守望等勤務 

負責門禁管制，對訪客者，應查詢登記 

17 下列有關警察勤務之敘述，何者正確？①勤區查察為個別勤務，由警勤區員警專責擔任 ②巡邏、臨檢、

守望、值班及備勤為共同勤務 ③共同勤務得視服勤人數及轄區治安情形，採用巡邏及其他方式互換之，

但均以臨檢取締為主 ④共同勤務由服勤人員按勤務分配表輪流交替互換實施之 

①①① ①①② ①①② ①①② 

18 有關員警勤務時間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①零時至六時為深夜勤，六時至十八時為日勤 ②服勤人員

每週輪休全日二次，遇有臨時事故得停止之 ③聯合服勤時間各種勤務方式互換，應視警力及工作量之

差異，每次二至四小時，遇有特殊情形，得縮短或延伸之 ④服勤人員每日應有連續八小時之睡眠時間，

夜勤以不超過四小時為度 

①①② ①①② ①①① ①①② 

19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有關警察實施臨檢之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臨檢人對執行臨檢之命令、方法或其他侵害利益情事，於臨檢程序終結前，得向執行人員提出異議 

執行臨檢之員警其中一人，認為受檢人提出異議有理由，即可為停止臨檢之決定 

受臨檢人請求時，應給予載明臨檢過程之搜索扣押證明筆錄 

警方給予之資料雖不具行政處分之性質，但異議人得依法提起行政爭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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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警察臨檢查證人民身分時，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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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此項檢查屬搜索性質，因此應仔細搜查，以查明不法情事 

此項檢查主要係為避免緊急突發之危難，而影響受檢者、檢查者或第三人之生命或身體安全 

應符合憲法精神，注意比例原則 

程序上應注意保護受檢者之名譽與隱私 

21 警察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時，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①經由分局長書面同意 ②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 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或有事

實足認其有參與職業性、習慣性、集團性或組織性犯罪之虞者 ③每次不得逾一年，如有必要得延長之，

並以一次為限 ④於達成目的後，永久保存 

①① ①① ①② ①② 

22 警察執行路檢勤務時，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相關

法定之措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 

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 

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而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得強制其離車，並檢查交通工具 

23 虐殺動物案件層出不窮，若你受理有關動物保護法案件，下列何者作法錯誤？ 

填寫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通知線上巡邏或備勤人員至現場處理 

主管機關請求分駐（派出）所協助時，應請主管機關依行政執行法規定提出申請職務協助 

屬他轄案件者，依單一窗口相關規定通報管轄分局偵辦 

24 有關警察勤務區員警執行家戶訪查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實施家戶訪查時間，應避免干擾

受訪家戶生活及事業之正當作息 ②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訪查目的

之必要範圍 ③家戶訪查所作成之資料，得供法院判刑參考依據 ④應至受訪查對象及其親友生活、營

業之場所實地個別訪查 

①① ①① ①① ①② 

25 你擔服勤務為防止危害，對特定人執行管束時，下列處置作為，何者錯誤？ 

加以查證身分，應依執行路（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辦理 

以強制力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除應即時向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親友或

律師，並應於人民提出異議時，交付「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告知本人及其指定親友或律師通

知書」予當事人簽名或捺印 

得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之物，避免受管束人因預藏危險物品，致執勤人員或他人遭受傷害 

應注意比例原則，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 少之適當方法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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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追查贓物時，應先查明贓物之特徵，以利辨識。請問下列何者不屬之？ 
廠牌 號碼 價格 缺陷 

2 警察機關偵查刑案，將全案移送管轄法院或檢察署，其中填寫報告書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地點：凡犯罪行為及結果地均應記載 
詳填犯罪嫌疑人資料及特徵，如不知其真實姓名，得不予記載，於查明後再補行移送 
犯罪事實：應敘明犯罪動機、緣由、行為經過情形及據以認定之證據理由等 
拘捕時間、地點：隨案移送及函送（無拘捕行為）案件，均應載明拘捕到案日期、時間及地點 

3 下列關於偵查中辯護人之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偵查中選任辯護人應以律師為限 每一犯罪嫌疑人選任之辯護人不得逾 3 人 
辯護人得於執行搜索、扣押、勘驗或勘察時在場 辯護人接見犯罪嫌疑人時，司法警察人員應在場 

4 執行逮捕現行犯、準現行犯、通緝犯或拘提人犯之司法警察機關，正準備詢問時，即接到管轄法院之提
審票，請問司法警察機關應於多久時間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交該法院？ 
 6 小時  12 小時  16 小時  24 小時 

5 通知證人之通知書應於應到時間之多久前送達？ 
 24 小時  3 日  7 日  10 日 

6 跟蹤行動中，執行人員如遇不利情況時，有關應採取之因應作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被跟蹤對象在行進間突然停止，執行人員應若無其事的保持自然行走狀態 
被跟蹤對象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僅乘坐一段即下車，執行人員應儘量避免與其正面接觸，以免引起其

注意或提高警覺 
被跟蹤對象突然進入建築物，經由另一出口溜走，誤導並發覺執行人員跟蹤時，執行人員應視狀況立

即停止跟蹤，重新部署 
如被跟蹤對象已懷疑被跟蹤，且欲向執行人員詢問時，執行人員應立即表明身分，並通知其他人員前

往支援 
7 下列關於指認之要領，何者錯誤？ 
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 
指認前為避免指認錯誤，必須告訴指認人，犯罪嫌疑人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 
實施指認，應於偵訊室或適當處所為之 
被指認之數人在外形上不得有重大差異 

8 犯罪偵查中，「以調查、訪問、觀察、搜索及現場勘察所得之資料證據，加以分析辨證，力求正確，以
為偵查工作之基礎」的過程，稱之為： 
案情研判 現場重建 犯罪剖繪 偵查假設 

9 王先生因在臺北市萬華區家中接到歹徒甲電話，甲佯稱：已綁架其子王小弟（事實上王小弟正於新北市
淡水區某大學上課，並未遭到綁架），要求王先生要馬上至臺北市中山區某銀行提領新臺幣 100 萬元後，
搭乘捷運至新店捷運站後，交付假檢察官某乙。王先生因一時緊張不察，即配合歹徒甲指示，立即離開
萬華區的家，前往中山區某銀行提款後，於新店捷運站將新臺幣 100 萬元如數交付歹徒乙。上述案例為
「假冒檢警詐欺」的典型犯罪手法，請問王先生報案後，主要應負責偵辦的警察機關為下列何單位？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 

10 重大刑案之發生與破獲，下列何者非屬關於遲報的認定標準？ 
逾 2 小時通報刑事警察局偵防中心及內政部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 
逾 48 小時填報刑案紀錄表 
按時通報刑事警察局偵防中心及內政部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但逾時填報刑案紀錄 
受理報案發現刑案未報，破案始報，且發生至破獲期間相隔 48 小時以上 



代號：6601
頁次：4－2 

11 重大刑案發生除立即偵破外，均應訂定偵查計畫，以為偵查之準據。其中偵查計畫內容，下列何者不屬之？ 
被害人生活情形（嗜好、接觸人物及被害情形） 
偵查作為（含偵查對象、方向、方式、步驟、部署進度） 
經費核銷 
協調聯繫 

12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於民國 105 年 3 月 24 日函頒修正「各級警察機關處理刑案逐級報告紀律規定」，下列
選項何者不屬於特殊刑案的範圍？ 
犯罪手段殘酷、情節離奇案件 
新發現嚴重犯罪手法，必須迅速偵破，予以遏制之案件 
全國流竄之連續性案件 
學校、醫院、公共場所或關鍵基礎設施放置炸彈（爆裂物）案件 

13 對於有治安顧慮或犯罪傾向者，應列為重點對象，下列關於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工作之描述，何者錯誤？ 
主要法源係警察職權行使法 
治安顧慮人口由現住地警察機關每個月實施查訪 1 次 
查訪期間，以刑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後 3 年內為限 
警察實施查訪，應於日間為之。但與查訪對象約定者，不在此限 

14 下列關於刑案現場勘察步驟，何者錯誤？ 
由外而內：從戶外逐步勘察及於戶內現場中心 
由近而遠：以現場為中心，向外延伸，由點而線，由平面至立體，追蹤發現可疑跡證 
由低而高：由地面開始勘察，依次是門、窗、牆壁，而後及於天花板。現場範圍廣闊者，宜尋找制高

點，進行全面觀察 
由潛至顯：現場跡證潛伏者先行勘察，再逐步就明顯之跡證採驗 

15 下列關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敘述，何者錯誤？ 
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核發 
通訊範圍包含言論及談話 
通訊使用者資料係指電信使用者姓名或名稱、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地址、電信號碼及申請各項電信服

務所填列之資料 
檢察官偵辦放火罪，有需要時，得由檢察官依職權調取通信紀錄 

16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時，雖無搜索票，得執行附帶搜索，下列何者不屬於附帶搜索的範圍？ 
犯罪嫌疑人近期居住的處所 犯罪嫌疑人隨身攜帶之物件 
犯罪嫌疑人剛使用之交通工具 犯罪嫌疑人立即可觸及之處所 

17 犯罪嫌疑人因具有「特別身分」，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
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下列選項何者不屬於「特別身分」範圍？ 
有精神障礙之犯罪嫌疑人 涉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之犯罪嫌疑人 
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之犯罪嫌疑人 具原住民身分之犯罪嫌疑人 

18 某甲因涉嫌毒品犯罪而逃亡，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發布通緝，經司法警察乙循線將甲逮捕，並對
甲之身體加以搜索。問乙所實施之搜索屬於下列何者？ 
緊急搜索 逕行搜索 附帶搜索 自願同意受搜索 

19 進行刑案現場查訪工作，訪問證人時應注意避免使用誘導法，下列選項中，何者為適當的查訪方法？ 
現場是否有三個嫌疑人？ 嫌疑人是穿黑色 POLO 衫嗎？ 
兇手有帶任何物品嗎？  是小王拿刀砍死死者嗎？ 

20 數位科技時代，資料探勘（Data Mining）儼然成為成功偵查犯罪的主要偵查技術。下列選項何者非屬內
政部警政署及其所屬機關建置之資訊系統？ 
查贓系統資料庫  全國治安管制系統資料庫 
刑案移送書資料庫  金融帳戶申登人資料庫 

21 偽卡犯罪結構中，俗稱「卡頭」係指下列那一個犯罪分工？ 
提供或出售盜錄機器（如側錄機、側錄晶片）及技術，以供集團加工製造 
協助側錄資料 
出售打印好卡別及銀行別之空白信用卡偽卡 
偽造身分證、駕照、健保卡等證件 

22 在犯罪偵查過程，時常須調閱行動電話通聯紀錄分析，該通聯紀錄資訊中會以代碼顯示國家或地區（即
國碼），下列選項何者為我國國碼？ 
 86  886  852  81 

23 「三秒膠」時常用於刑案現場指紋採驗，請問「三秒膠」係指下列何項？ 
寧海德林（Ninhydrin）  氰丙烯酸酯（Cyanoacrylate Ester） 
硝酸銀（AgNO3）  碘（I2） 

24 犯罪偵查人員依法向電信公司調閱在國內使用之行動電話通聯紀錄進行分析，下列選項何者屬於可調得
之資料內容？ 
簡訊內容  圖片 
受話電話號碼的使用者資料 發話時基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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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扒竊集團為求成功犯案，時常分工細緻，其中「在犯案時，負責前後左右製造擁擠，其任務係為掩護共
犯下手之人」，稱之為： 
推車 車手 交通 窩裡雞 

26 執行電腦犯罪案件之搜索、扣押，下列何者正確？ 
應安裝必要之工具程式，以搜尋受搜索人電腦犯罪證據 
搜索對象如為學校，應由校長會同執行 
扣押應包含電腦主機、螢幕、鍵盤、電源線等 
電腦證物遭毀損、刪除、格式化，可送刑事警察局偵九大隊鑑識解析 

27 受理報案，下列何者正確？ 
為迅速偵辦，他轄案件應向他轄派出所報案 受理告發案件，必須申告犯罪事實和犯罪嫌疑人 
受理告訴乃論案件，需未逾越 6 個月之告訴期限 犯罪嫌疑人對已被發覺之犯罪坦誠供述者，為自首 

28 偵辦販賣毒品集團案件，吸收該集團下游分子甲，成為諮詢對象。下列作法何者錯誤？ 
為查明集團藏毒地點，得請甲參與警察跟蹤行動 為利管制，應將甲列冊備查 
甲經常出入之 KTV，應定為重點諮詢地點 得支應甲必要開支費用 

29 下列何者不是重大刑案？ 
殺人案  千面人恐嚇案 
駐華之外交使領館官員住宅竊盜案 財損總值 10 萬元之公司保險箱竊盜案 

30 某分局轄區發生槍殺警察案件，警方已逮捕開槍犯嫌甲，並以殺人罪嫌移送，經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
獲准，惟有帶同甲，外出追查教唆犯乙之必要時，下列何者正確？ 
得報請法官核發偵查指揮書 應於當日 21 時前，將甲解交檢察官 
應通知甲之選任辯護人  於他轄拘提乙時，免通報當地警察分局配合辦理 

31 派出所受理一般竊盜案件，有關案件報告程序，下列何者錯誤？ 
應立即通報分局，並報告派出所所長 
分局接獲轉報案件後，應立即報告分局長 
分局接獲轉報案件後，由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列管 
不用報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揮中心列管 

32 重大刑案或特殊刑案發生後，不能即時獲得線索予以偵破，而必須有關單位協助偵查時，得成立專案小
組偵辦。下列何者不得任專案小組召集人？ 
警政署署長 縣市警察局長 主管刑事業務副局長 刑警大隊長 

33 有關少年事件處理，下列何者錯誤？ 
施用 K 他命少年，應移送少年法院處理 
未滿 14 歳少年，不宜逕行拘提到案 
搜索少年，先報檢察官核可，再向一般法院法官聲請 
拘提少年，應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34 有關家庭暴力案件，下列何者錯誤？ 
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為 2 年以下，得聲請延長，不限次數 
檢察官得依據職權，主動向法院聲請緊急保護令 
未成年被害人之伯父，得為被害人向法院聲請通常保護令 
警察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未依規定於 48 小時通報者，得處罰鍰 

35 有關涉外案件，下列何者錯誤？ 
在駐華之外交使領館擔任翻譯之國人，如為搶奪現行犯，不得逕行逮捕、拘提 
享有外交豁免權之駐華外國機構人員，如為傷害之現行犯，得監管、拘束 
無邦交之外國人在臺犯強制性交罪，得依刑事訴訟法規定，逕行逮捕、拘提 
駐華之外交使領館人員，如為竊盜之非現行犯，不得逕行逮捕、拘提 

36 偵辦性侵害案件，下列何者正確？ 
詢問犯罪嫌疑人，得依其意願，通知家屬或社工人員到場 
犯罪嫌疑人到案時，應先採集其唾液檢體製作 FTA 卡，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建檔 
移送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被害人姓名應以代號稱之 
犯罪嫌疑人提出有關被害人與犯嫌以外之人的性交經驗，應載明筆錄 

37 有關犯罪偵查資料庫，下列何者錯誤？ 
查贓資訊處理系統可查當鋪收當財物資料 車籍資料查詢系統可查全國貨車車籍資料 
 e 化報案系統可查全國戶籍資料 刑案資訊系統可查前科資料 

38 有關刑案現場物證類型，下列何者錯誤？ 
縱火現場有無汽油味，為暫時性物證 竊案現場窗簾開啟狀況，為情況性物證 
命案現場血跡指紋，為關連性物證 強盜案現場血液噴濺痕，為型態性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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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發生室外隨機殺人命案，有關刑案現場保全，下列何者錯誤？ 
媒體區位於第一道封鎖線外 封鎖員警應登記進入現場之各級長官 
初期封鎖範圍宜廣，再逐次縮小 遭遇下雨，得以雨棚保全血跡噴濺痕 

40 有關刑案現場處理，下列何者正確？ 
現場指揮官到達現場，首應實地觀察現場 對於住宅或車輛勘察採證，應用搜索票 
重大刑案由轄區分局偵查隊長擔任現場指揮官 應將現有人員區分為偵查組和採證組 

41 下列圖形，代表何犯罪偵查理論？ 
 
 
 
 
 
四 I 理論 四面向連結理論 地毯理論 拼圖理論 

42 有關現場勘察，下列何者正確？ 
有照相、筆記、測繪和錄音等 4 種方法 與被害人、證人談話，得現場錄音 
筆記係表示現場各項主體之相互關係位置 照相時，使用較大光圈，以求得較長景深 

43 偵辦刑案之查訪要領，下列何者錯誤？ 
查訪過程可分開場、進入主題和結尾 3 階段 
應依案情重點，以「是與否」問句，引導受訪者陳述 
最好在證人記憶猶新時查訪，惟很難一次成功 
查訪過程如欲錄音，最好告知或說服 

44 偵辦刑案，有關證言真假的確認，下列何者錯誤？ 
複式查證，指就已知的人證、物證、事證，核對驗證 
實地驗證，指帶證人到案發現場，實地測試 
可依據經驗法則與合理性，判斷證言真假 
如果與其他偶發或臨時事件並存，通常較為可靠 

45 實施跟蹤、監視的要領，下列何者錯誤？ 
對象已經發現跟蹤，應回報並變更勤務，繼續執行 
跟蹤時，如依當時狀況必須超越對象，應直接超越 
當知道對象落腳點後，大多會進行期間較長的租屋監視 
實施內線監視時，要預防運用對象發生告密或張揚情事 

46 有關電話通聯紀錄提供的偵查訊息，下列何者錯誤？ 
從撥接電話的時間、順序、頻率和通話時間長短，研判通話者的交往關係 
確定犯罪嫌疑人不在場證明，是否屬實 
從公共電話上、下通的間隔時間，反向追查人頭卡的使用人 
從通聯紀錄的集中情形，找出犯罪基地、活動地區及範圍 

47 有關美國偵訊學專家約翰･萊德（John E. Reid）提出有效偵訊的 9 大步驟，下列何者錯誤？ 
並非每件案件均需完整套用 9 大步驟 
第一步驟為「明確的對犯嫌說，偵訊者懷疑他就是犯嫌」 
將犯嫌區分為情緒性、非情緒性兩種類型 
應按順序，逐一進行各步驟，獲得認罪結果 

48 偵辦刑案，有關人、物之清查要領，下列何者錯誤？ 
清查潛在犯罪嫌疑人，係指有犯罪可能，且有證據證明犯罪者 
清查認識被害人者，應注意可能顧及名節、家醜而避重就輕 
大規模清查特定廠牌、類型車輛，非有必要不宜輕易實施 
被害人死亡，應蒐集記錄其被害前動態活動的各種紀錄 

49 搜索種類，下列何者錯誤？ 
無令狀搜索有附帶搜索、逕行搜索和同意搜索 
附帶搜索包括人之身體、衣服口袋、皮包、背包 
逕行搜索應於執行後 24 小時內，報告該管檢察官及法院 
同意搜索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受搜索人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 

50 有關搜索扣押，下列何者錯誤？ 
搜索扣押筆錄應製作一式 2 份 
搜索扣押筆錄請受執行人或在場之人簽名即可 
發現應扣押之物，應請在場之人到發現之處，拍照錄影存證 
扣押物如不便搬運者，得命人看守或交所有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管 
 

物證 被害人

嫌犯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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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十七世紀中期，愛爾蘭有一醫生名叫布朗尼（Thomas Browne, 1605-1682），他每天夜裡

巡視完病房之後，就搬張椅子坐在病榻旁，自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低聲朗誦，附近的病人
也側耳而聽。那不是病人的病危通知書，也不是保險給付的最新規定，而是他給「病人的
一封信」，內容感人，用詞優美，一方面安慰病人的憂傷，一方面鼓勵病人懷抱希望。 

布朗尼醫生曾經研究雞蛋的胚胎結構，在科學史上被稱為「第一個胚胎學家」，但是他
影響後世的是他在夜裡為病人朗誦的信件，日後結集成為《給朋友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Friend），布朗尼為什麼這麼做？他說，他期待存摺裡最多的不是錢，而是愛。 

請以「我的人生存摺」為題，作文一篇，申述己見。 
二、公文：（20 分） 

近日新聞媒體一再報導蔬果農藥殘留量過高，影響國民健康，造成社會恐慌。試擬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函各縣市政府農業局：請加強推動農作物安全用藥管理措施，公開相關資訊，
以減少國人疑慮，維護國民健康。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4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下列文句中「」內的詞語應用錯誤的是： 
網路世界十分便利，提供的訊息有如「車載斗量」  
在「萬馬齊瘖」的時代，往往百家爭鳴，暢所欲言 
社會的正義之聲終於響起，一舉掃除這班「社鼠城狐」 
八零年代的臺灣猶如樸實的孩子，沒有「張牙舞爪」的兇惡勁 
那純粹是另一種玫瑰／自火焰中誕生／在蕎麥田裏他們遇見最大的會戰／而他的一條腿訣別

於一九四三年／他曾聽到過歷史和笑／什麼是不朽呢／咳嗽藥刮臉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而

在妻的縫紉機的零星戰鬥下／他覺得唯一能俘虜他的／便是太陽 
詩中「什麼是不朽呢／咳嗽藥刮臉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的意涵，下列選項錯誤的是： 
「咳嗽藥」代表主人翁長期身體欠佳 「刮臉刀」代表主人翁幫人修臉維生 
「上月房租」代表主人翁經濟狀況有問題 「不朽」意味主人翁永遠處在困窘的狀態 
「閒章其實不閒，其中暗藏玄機，展示趣味，傳達資訊，表明心跡……，什麼花樣都可以在

方寸之地，藉機表現。石濤的山水畫顛覆傳統，大概意識到自己的創作道路迥異前人，故每

鈐『搜盡奇峰打草稿』印，應該是繪畫哲理的夫子自道了。」下列選項正確的是：  
作者認為閒章的價值在展現畫中有我之境  
「方寸之地」是指石濤顛覆傳統的山水畫 
「搜盡奇峰打草稿」的繪畫哲理是藉物寄託心跡 
「搜盡奇峰打草稿」說明石濤縱覽名山，創作獨具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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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一次，我進入一家新開張的涮涮鍋店，老闆娘招徠顧客十分殷勤，她特別向我解說，別
人家的火鍋料常常用包心菜魚目混珠，她卻堅持要用大白菜，大白菜的成本高，味道卻純正，
這是經營一家涮涮鍋起碼的敬業精神。我被她的大白菜精神所感動，幾乎天天光顧，吃了一整
個冬天，到了春天，她的菜盤裡的大白菜換成包心菜，我等著，大白菜一直都沒有回來，我知
道有些什麼無法繼續堅持下去了，於是，我也不繼續去那裡用餐了。老闆娘的大白菜精神卻變
成一個指標，我用這個指標去度量許多火鍋店，發現準確度還真高。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文章中的大白菜精神是敬業指標  
將大白菜改成包心菜是可行的態度 
讓一般店鋪能永續經營下去是大白菜精神  
文章指出就商業考量堅持食材品質是不可恃的精神 

「我獨坐在冥想。難得是寂寞的環境，難得是靜定的意境；寂寞中有不可言傳的和諧，靜默中
有無限的創造。我的心靈，比如海濱，生平初度的怒潮，已經漸次的消翳，只賸有疏鬆的海沙
中偶爾的迴響，更有殘缺的貝殼，反映星月的輝芒。此時摸索潮餘的斑痕，追想當時洶湧的情
景，是夢或是真，再亦不須辨問，只此眉梢的輕皺，唇邊的微哂，已足解釋無窮奧緒，深深的
蘊伏在靈魂的微纖之中。」 
下列選項與上文文意最為相近的是： 
雖無刎頸交，卻有忘機友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在日式的古屋裏聽雨，春雨綿綿聽到秋雨瀟瀟，從少年聽到中年，聽聽那冷雨。雨是一種單
調而耐聽的音樂是室內樂是室外樂，戶內聽聽，戶外聽聽，冷冷，那音樂。雨是一種回憶的音
樂，聽聽那冷雨，回憶江南的雨下得滿地是江湖下在橋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
肥了嘉陵江下濕布榖咕咕的啼聲。雨是潮潮潤潤的音樂下在渴望的唇上舐舐那冷雨。」本文所
敘述的情境是： 
思親 懷師 思鄉 憶友 

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教授比勒梅爾（Karl Pillemer）訪問了 1500 位 65 歲以上
的美國銀髮族，什麼是他們人生中最大的遺憾。比勒梅爾原本以為答案會是感情問題、生意失
敗、沈迷於某些壞習慣等，但令人驚訝的是，長者們最後悔自己以前花那麼多時間在擔心未來
不會發生、或是自身無法控制的事情。長者建議，如果希望人生中少點懊悔，就把時間花在解
決問題上，而不要浪費在擔心上，時間是最珍貴的禮物。「擔心的時候就想『這件事就像從前
一樣，都會過去的。』人總不能永遠在擔心，這會毀了你的人生。」 
根據上文長者的體悟，下列選項最接近的是：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 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
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
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
樓之不朽也！（王禹偁〈黃岡竹樓記〉）依據上文，下列選項最符合文意的是： 
力爭上游，不後於人  與世浮沉，不論清濁  
任事轉移，不必預計  優游自在，不管俗事 

「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
者也。」（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下列選項，最能契合「其揆一也」的意旨是： 
以上諸君各自作出一種自我選擇 以上諸君各顯出人生的獨特風貌 
以上諸君行迹雖異而道理卻相同 以上諸君的價值觀可以融合為一 

歸有光〈項脊軒志〉：「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
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
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作者以蜀清、孔明自比，其用意應是： 
以二人韜光養晦，反省自己的託大 以二人功成名就，抒發自己的委屈 
以二人先困後顯，抒發自己的懷抱 以二人高瞻遠矚，反省自己的淺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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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我國憲法地方自治之本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自治權為固有權  地方自治為憲法保障之制度 
地方自治係為實現國家權力而存在 地方自治係為處理中央與地方之共通事項而設 

2 依憲法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關於審計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 3 個月內，依法完成審核並提出報告於監察院 
審計長應隨執政黨更迭或政策變更而進退 
審計長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審計部得於省（市）設審計處，依法辦理各該省（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財務之審計 

3 下列何者非屬於司法權之行使？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對公務員之懲戒 律師懲戒委員會對律師之懲戒 
會計師懲戒委員會對會計師之懲戒 軍事審判機關對特定犯罪之處罰 

4 關於司法機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明文規定最高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現行實務運作下，最高司法審判機關與最高司法行政機關是分離的 
依制憲者意旨，司法院職司審判、釋憲、司法行政與司法政策擬定 

5 依憲法第 66 條規定，立法院副院長如何產生？ 
人民直選 總統直接任命 立法院院長指定 立法委員互選 

6 依憲法第 69 條規定，當立法院受下列何者之咨請時，得開臨時會？ 
總統 行政院院長 立法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7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於每屆任滿前至遲幾個月內選出之？ 
四個月 三個月 二個月 一個月 

8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規定，立法院經總統解散後，在新選出之立法委員就職前，立法院應如何運作？ 
由原立法委員繼續行使職權 視同休會  
由監察院代行其職權  由總統召集五院院長會議取代 

9 下列有關立法院之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之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與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 
立法院開會時，關係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得列席陳述意見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之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在立法院會期中，立法委員僅限於現行犯，才得以對之逮捕或拘禁 

10 依憲法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不受刑事上之訴
究」之總統刑事豁免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副總統並無此刑事豁免之特權 
總統刑事豁免權為一種暫時性之程序障礙，而非總統就其犯罪行為享有實體之免責權 
現職總統依法競選連任期間，仍享有刑事豁免權 
所謂「不受刑事上之訴究」，係指審判程序而言，不包括偵查、起訴 

11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17 號解釋，降低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金額之規定，係： 
違憲，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違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合憲，法規變動雖涉及信賴保護原則，但未牴觸比例原則 
合憲，法規變動雖涉及信賴保護原則，但未牴觸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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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秘密通訊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保障隱私權之具體態樣之一 
國家對秘密通訊自由之限制必須踐行合理正當之程序，例如由檢察官核發通訊監察書 
秘密通訊自由保障人民就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 
國家限制秘密通訊自由之手段，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 

13 下列何種制度非屬基本權之「制度性保障」？ 
公務人員服公職制度 大學自治制度 私有財產制度 審計制度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種基本權利之保障，係屬於憲法保留事項？ 
憲法第 8 條之人身自由 憲法第 11 條之言論自由憲法第 15 條之工作權 憲法第 22 條之權利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商標專用權受何種基本權利之保障？ 
言論自由 工作權 生存權 財產權 

1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見解，有關憲法第 15 條人民生存權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律對於生存權保障所為之差別待遇，應受較嚴格之審查，故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退休金權利不得扣
押，勞動基準法有關退休金之制度則未規定，已牴觸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 
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需要長期照護所須支付之醫藥費，得依所得稅法予以減除，屬於保障人民生存權
之措施 
所得稅法有關扶養義務人扶養無謀生能力者得享有免稅額之規定，係減免扶養義務人而非無謀生能力
者之稅負，不屬於國家保障人民生存權之措施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地主收回耕地導致承租人無法維持生活時，必須給予生活費補償，不屬於國
家保障人民生存權之措施 

17 關於結社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不得參加政黨  公務人員可組成公務人員協會 
大學教師可組成教師工會 獨立機關之成員一律不得參加政黨 

18 我國憲法機關何者有統一解釋法律之權？ 
司法院 行政院 考試院 立法院 

19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規定，修憲案經合法提出並公告後，若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數為一千四百萬，
參與複決投票者為一千二百萬，則應至少有多少同意票，修憲案方為通過？ 
六百萬票 六百萬零一票 七百萬票 七百萬零一票 

20 下列何者不是憲法有關教育文化的基本國策內容？ 
國家應優先獎勵私人教育機關興學 
國家應保護有關歷史、文化、藝術之古蹟、古物 
國家應實施基本教育，未受基本教育國民應給予補習教育並推行社會教育 
國家應保障藝術工作者之生活，並應依國民經濟之發展，隨時提高其待遇 

21 有關軍人權益之保障，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辦理退除役官兵轉任公務人員考試，應考人包括士官及軍官，惟及格人員之分發以軍官為限，有
違平等原則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將國有農場無償借給有眷榮民耕作，榮民死亡後，僅因女兒出嫁者，

即規定應收回，與平等原則無違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規定，原眷戶及其配偶均死亡者，其子女享有優先承受承購之權利。與一般國
民比較，此一規定不發生平等原則之問題 
政府為使國家財政永續經營，就陸海空軍退除役官兵保險退伍給付之優惠存款額度設定上限，尚不違
反信賴保護原則 

22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規定，國家對於下列何種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 
福利服務 社會保險 國民就業 醫療保健 

23 依憲法增修條文前言之規定內容，係基於下列何種目的，增修本憲法條文？ 
為因應兩岸合作之需要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 
為因應加入聯合國之需要 為因應國家緊急狀態之需要 

24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行政院設院長一人及副院長幾人？ 
一人 二人 三人 不設副院長 

2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關於宗教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個人內心的宗教觀自由為宗教自由最核心部分 
不得因為宗教原因而拒絕服兵役 
人民有宗教結社之自由 
國家應鼓勵特定優良宗教，並補助其宗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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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The act of causing a traffic crash without stopping afterwards is a case of________. 
hit-and-gone hit-and-on hit-and-over hit-and-run 

27 Ma’am, it seems that you’ve been drinking and there is a strong alcohol odor in your car, so please ________ 
your car over to the curb. 
park pull push put 

28 People who commit minor crimes, such as traffic offences, should have their _______ revoked. 
licenses statements warnings visitations 

29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number of juvenile delinquents is up because of the impact of violent movies 
shown on TV. Teenagers are prone to ______ aggressive behavior. 
mimic curb defend permit 

30 You don’t have a search warrant; therefore, the evidence you get will be ________ at court. 
excluded extended included intended 

31 The fraud gangs can easily succeed mainly because they know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________, 
carelessness and innocence of human nature. 
bravery greatness greediness fury 

32 There has been a ________ at the popular actor’s luxury residence. Jewelries and paintings worth over 
$1 million have been stolen. 
burglary shoplifting congestion voyeurism 

33 A person is presumed to be innocent unless ________ is proven beyond all reasonable doubts. 
questioning report subpoena guilt 

34 I have been told that the police officers in England don't carry guns; they only have ________. 
beads barons buttons batons 

35 If you are under interrogation on suspicion of some crime, you can request an investigation of evidence 
________ to you. 
capable favorable humble terrible 

36 Police say they are not sure if Mr. Carlson is __________ by himself, or if he may report to the leader of a larger 
drug smuggling operation. 
securing retreating pursuing acting 

37 Police have impounded the vehicle as they ______ it was used in the transportation of drugs. 
retrospect prospect respect suspect 

38 Parents who inflict ___________ punishment on their children are showing children that violence is an 
acceptable way to deal with problems. 
capital controlled corporal correctional 

39 Photographs taken by surveillance camera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ain Street and Chestnut Street will soon be 
enough to __________ drivers for speeding. 
prosecute backup approach confiscate 

40 On the evening of November 10, police officers conducted a drug ________ at a residential house located on 
Main Street. 
prevention gust bust allegation 

41 People who are convicted a murder from only _______ evidence should not receive the death sentence. 
captive competent cumbersome circumstantial 

42 The home owner, John Wilson, was ________ on charges of aiding and abetting terrorists. 
protected obliged manipulated arraigned 

43 ________ is a criminal offense of obtaining money, property, or services from an individual or institution, 
through coercion. 
Exertion Extortion Exploration 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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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44 題至第 48 題： 
Aviation Police Bureau 
About us: Divisions 

Safeguard – This division is tasked with emergency operations and non-emergency responses in safeguarding at 
the non-controlled area, controlled area, apron area, cargo area, round-airport area, and administration area. In addition 
to normal day-to-day field operations, this division maintains a Traffic Section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smooth 
traffic during peak hours at the airport, providing strict regulations against automobiles that serve customers illegally, 
and ensuring passengers safety. 

Security Inspection – This division is to maintain flight safety and prevent importation of illegal or controlled 
articles. It maintains a specialized team of Taishan bomb squad to deal with high-risk emergency situations and other 
non-standard operations. The Taishan bomb squad has specialized training to handle explosives in unidentified articles 
and abandoned luggage. “Peace Maneuver” emergency response program is activated in case of aircraft hijacking and 
perpetration of violence. 

Investigations – This division investigates and solves crimes against thefts, smuggling and trafficking in persons, 
firearms, or drugs. Officers working for this brigade belong to either the Forensics or Narcotics Sections. Forensic 
officers work both at the crime scenes and in the lab. Narcotics officers conduct operations related to illegal substances 
at the terminals and air cargo area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 This division is tasked with the day to day management of the bureau’s personnel a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t consists of six sections (Administrative,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gistics, Public Security, 
Internal Affairs & Training and Aviation Security), two offices (Accounting and Personnel), and a Command & 
Control Center. 
44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passage? 

To give a history of the bureau To introduce the divisions and their roles 
To provide bureau contact information To explain the potential targets 

45 What can you infer about officers in the Investigations Division? 
They maintain a separate personnel team. 
They determine the causes of car crashes. 
They can work in different sections. 
They conduct operations in other cities. 

46 Which division deals with speeders? 
Safeguard Security Inspection Investigation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47 Which division deals with explosives? 
Safeguard Security Inspection Investigation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The Traffic section monitored the protest. 
Narcotics officers arrested several drug smugglers. 
The Security Inspection division’s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patrol. 
We report cars driving illegally to Forensics. 

49 The police are asking anyone who ________ the accident on Maple Street last night at 10 p.m. to contact Taipei 
Municipal Police Department. 
undermined interrupted witnessed traced 

50 Now that your breathalyzer test result reaches 0.18, I am going to issue you a citation and ________ your car 
according to the law. 
fine impound investigate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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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及106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 
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40 
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法規概要（包括警察法、行政執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械

使用條例、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警員Ａ巡邏時發現竊車慣犯且通緝中之Ｂ，喝令Ｂ下車，但Ｂ非但拒不下車還倒車
又往前衝，警員Ａ立刻對空鳴槍後制止無效，即朝Ｂ腿上近距離開射三槍，造成十

個傷口，導致失血過多死亡。試問，警員Ａ使用槍械時機、方式及結果是否合法？
（30 分） 

二、試說明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人之責任能力之區別標準及結果？（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6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警察對於酒醉或瘋狂者實施管束，時間最長為下列何者？ 
3 小時 6 小時 12 小時 24 小時 

2 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止，應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請假之假別，下列何

者正確？ 
病假 事假或休假 年假 公假 

3 警察查證路人身分時，令其出示身分證明文件無法辨識，將人民帶回勤務處所查證之時間限制，下列何者正確？ 
3 小時 8 小時 12 小時 24 小時 

4 下列何項非屬警察職權行使法所定之警察？ 
直轄市警察局 縣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署長 憲兵 

5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不經訊問而逕行裁處之案件，其裁定書如何送達？ 
應由地方法院於 10 日內郵寄送達  
應由地方法院於 10 日內公示送達 
應由警察機關於 5 日內送達 
應由地方法院於 5 日內自行送達 

6 警察機關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相關資料，須陳報下列何者核准後實施？ 
內政部警政署署長 警察局局長 警察所所長 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 

7 下列何者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不罰？ 
未滿 14 歲者 未滿 16 歲者 未滿 18 歲者 逾 80 歲者 

8 警察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之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要求駕駛人出示相關證件  要求乘客出示相關證件 
查證駕駛人或乘客身分  逕行搜索 

9 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為下列何原則？ 
平等原則 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依法行政 

10 關於警察教育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為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   
警佐班屬進修教育 
巡佐班得由警察專科學校辦理  
警察專科學校之招生規定，須層報內政部警政署核定後，轉報教育部備查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及106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 
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40 
全一張

（背面）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法規概要（包括警察法、行政執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械

使用條例、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11 關於警察人員違法使用警械之賠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其賠償標準，由各級政府定之 其賠償費用，由內政部警政署統一編列預算支應 
致人死亡者，最高須支付新臺幣 280 萬元 喪葬費由其繼承人具領 

12 社會秩序維護法得減輕處罰之規定，於下列何種情形不適用之？ 
教唆他人實施違序之行為  幫助他人實施違序之行為 
出於過失之違序行為  滿 70 歲人之違序行為 

13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裁處確定之罰鍰，如被處罰人逾期不完納，由警察機關聲請易以拘留經法院駁回時，警察機關如何處理？ 
不再追繳  逕對其財產強制執行  
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  向行政法院提起抗告 

14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公司負責人因執行業務而犯下列何罪，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得處該公司營業罰？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罪 
刑法賭博罪  刑法竊盜罪 

15 行政執行法關於管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原處分機關向行政執行分署提出聲請 由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不服管收之裁定，得提起聲明異議救濟 懷胎 6 個月者，不得管收 

16 關於警察行政救濟法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集會遊行法之申復，相當於訴願程序 
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聲明異議，屬訴願之先行程序 
交通裁決事件之救濟，免除訴願程序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表示異議後，不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17 高雄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及利用辦法，係屬於下列何種法規範？ 
法規命令 自治條例 委辦規則 自治規則 

18 關於警察組織法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法屬警察官規事項 國道公路警察局為中央第三級行政機關 
刑事警察局之組織定名為規程 各地方警察局之組織法規，由中央立法訂定之 

19 行政執行時，義務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

為何行為？ 
申訴 訴願 聲明異議 抗告 

20 下列何項非屬社會秩序維護法所定之處罰方式？ 
拘役 勒令歇業 停止營業 申誡 

21 警察對於經常發生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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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治安之必要時，以現有之攝影工

具蒐集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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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期限內銷毀之？ 
1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1 年 

22 警察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得經由警察局局長書面同意後，於一定期間內，對特定人民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

生活情形，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每次不得逾下列何期間？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1 年 

23 依據警察法第 9 條規定，下列何項非屬警察職權？ 
違警處分  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 
民事強制執行  市容整理 

24 保安警察，遇有必要派往地方執行職務時，依據警察法規定，應受當地何者之指揮、監督？ 
檢察長 行政首長 警察局局長 法院院長 

25 依據警察法規定，下列何者為全國警察行政之掌理，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市）警衛實施之行政主管機關？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 法務部 最高法院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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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及106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 
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30 
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情境實務概要（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

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民眾報案稱，在海拔 2,300 多公尺的中橫公路護欄下 5、6 公尺處發現一鐵桶，桶內

一具男屍塞入其中。你是分局偵查佐，應如何進行案情研判？（20 分） 
二、警察分局勤務指揮中心通知你前往處理剛剛發生的一起汽機車碰撞的 A2 交通事

故，當你抵達現場後，對現場人、車、物、痕等對象的勘察重點為何？（20 分） 
三、你擔服值班勤務時，巡邏同仁查獲毒品通緝犯甲，甲當場表示自己有愛滋病，同仁

向你回報此情況，你應如何通報？及提醒同仁防護自身安全？（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你擔服巡邏勤務時，接獲勤務指揮中心通報，前往國際電玩展（需購票）內調查疑似賭博案件，發現甲商家將展
場布置像觀光賭場（Casino），場內陳列機械手臂百家樂 10 人座機檯 1 檯，業者正操作發牌給 4 名客人，惟檯桌
上未發現財物。你到達現場時，下列何項處置較為適當？ 
電子遊戲機（場業）之管理非警察機關權責，不宜主動介入 
未發現有賭博行為，將狀況回報 
本案已涉嫌刑法賭博罪，應移送管轄地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本案屬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賭博案件，將業者帶回派出所 

2 你執行取締酒駕勤務時，經察覺駕駛甲面有酒容，請其接受酒測，甲當場表示並未飲酒駕車，而拒絕接受酒精測
試之檢定。對於甲違規拒測之行為，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下列處理（罰）方式，何者錯誤？ 
處新臺幣 6 萬元罰鍰 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 吊銷該駕駛執照 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3 你正處理一件 A3 類事故，到場後雙方當事人都表示願意自行和解，不需警方處理；當你登記雙方當事人資料時，
發現當事人甲的駕照還在吊扣期間，下列何者為非必要之處置作為？ 
製作雙方當事人談話紀錄表 實施現場測繪 
實施現場照相  舉發甲於駕照吊扣期間駕車違規 

4 你是派出所警員，執行巡邏勤務時遇一女子急呼皮包被人搶走，女子向你指稱 5 公尺外之甲男（未攜帶武器）作
案，你向前追捕並喝令止步，但甲仍繼續奔逃，下列作法何者正確？ 
以槍械射擊其四肢部位以免致命 追捕時應先以警棍制止其逃逸 
因屬現行犯且情況急迫，自其背後射擊致命部位 應先鳴槍，如仍未聽從就逮，即可射擊其身體 

5 你執行巡邏勤務，行經河濱公園車道，據民眾報案有一男子於公園內擲鏢槍，致附近運動民眾深感不安。如欲依
社會秩序維護法取締之，下列何者非屬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構成要件之一？ 
有投擲行為 該鏢槍為具殺傷力物品 有危害他人身體之虞 有危害他人身體之結果 

6 執行解送人犯勤務，依解送人犯辦法規定，解送人犯 2 名以下者派員警 2 名，人犯在 3 名以上者，每增加人犯幾
名，得加派員警 1 名？ 
 4 名  3 名  2 名  1 名 

7 有民眾檢舉大樓住戶甲所飼養之貓狗有妨害安寧及排泄物未清等情事，已達令人難以忍受程度，你被派赴現場處
理，下列何項處置不適當？ 
抵達現場後，立即回報派出所值班或分局勤務指揮中心 
向報案人詢明案情，並就現場狀況查證是否有違法情事 
因貓狗叫聲之噪音不易量測，應即轉請環保機關處理 
查明有貓狗等排泄物未清情事，應即通知環保及公寓大廈等相關主管機關到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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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60130 
全一張

（背面）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情境實務概要（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

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 
 

8 你正在執行巡邏勤務時，在市中心遇上一名光著上身，有酒醉且精神狀態不穩定的男子，揮舞著菜刀，嚴重影響
民眾安全，下列處理何者最不適當？ 
以警槍直接射擊該男子致命部位加以制止 
接近該名男子，要求放下菜刀，加以管束，並帶返所依法處理 
喝令或以警笛制止，於支援警力到場後以警棍或防暴網加以制伏 
接近該名男子，以柔道及綜合逮捕術，對該名男子加以制伏 

9 你是鑑識小組偵查佐，協助處理一件性侵害案之被害女生衣褲，組長給你多波域光源(ALS)儀器，指派你將白色
內褲上殘存之精液斑跡位置找尋出來，你應該選擇那一種波域光線？ 
可見光 紫外線 紅色光 紅外線 

10 甲電話報案稱鄰居乙家中遭搶匪侵入，頭受重擊受傷失血過多死亡，經警方調閱現場附近路口監視器，並未發現
案發時段有可疑人車出現。為還原案發經過，通知甲到場說明，甲於詢問過程中坦承與乙因財務糾紛而將之誤殺，
為卸責才謊報搶案情事，並已將犯案工具榔頭丟棄住家後院。你承辦本案，詢問完畢後下列何者作法錯誤？ 
告知相關權利事項，就有關犯罪事實重新詢問 
先囑甲返回，以犯罪嫌疑人身分通知後再詢問 
就犯罪工具藏放地點，經甲同意帶同前往搜索扣押 
依事實足認犯罪嫌疑重大，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 

11 你是派出所警員，於轄區內巡邏，突然聽到隔壁巷內傳來「搶劫！強盜！」的呼叫聲，隨即看到一男子騎乘機車，
從前方疾駛而來，下列作為，何者錯誤？ 
機車騎士為準現行犯，拔槍對準輪胎開槍，喝令停車 
以警哨示意停車攔查，確認身分及判斷是否涉搶案 
以警車攔住去路予以攔查，確認身分及判斷是否涉搶案 
瞬間難以攔停，立即以無線電通報線上警網協助攔查 

12 你在車禍肇事逃逸現場地面上，發現疑似肇事逃逸車輛所遺留的油漆碎片，此時應以何種工具來進行採集？ 
用狙擊刀 用鑷子 用不鏽鋼解剖刀 尖銳的銅製工具 

13 你是分局偵查佐，某日逮捕 1 名竊盜現行犯甲，甲到場後即抗辯他不是現行犯，認你係非法逮捕，將向法院聲請
提審。在你調查及詢問期間，突然收到法院提審票，依內政部警政署頒「執行提審法告知及解交作業程序」規定，
此時應如何處理？ 
不用立即解送甲，繼續偵辦，但須在 24 小時內解送至指定法院 
不用立即解送甲，繼續偵辦，但須在 24 小時內解送至地方法院檢察署 
應即暫停偵辦程序，將甲解送至地方法院檢察署 
應即暫停偵辦程序，將甲解交指定法院 

14 大貨車與機車於路口發生事故，警察到達現場後發現機車騎士當場傷重不治，對於受損不堪使用之機車應如何處置？ 
移至路旁，通知家屬領回 移置保管，15 日內通知家屬領回 
移置保管，1 個月內通知家屬領回 查扣保管，依刑事證物處理程序處理 

15 你處理一起 A3 類事故，自用小客車車頭撞擊機車後，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做任何處置隨即駛離現場，案經調閱
監視器調查得知自用小客車駕駛人為甲，有關本起肇逃案件的處置，下列何者正確？ 
甲僅違反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依駕駛人肇事未依規定處置而逃逸舉發 
刑事優先以甲涉嫌刑法肇事逃逸罪移送，交通管理處罰部分不另再究責 
舉發甲肇事未依規定處置而逃逸，並依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逃逸移送 
舉發甲肇事未依規定處置而逃逸，刑法肇事逃逸罪應衡酌駕駛是否知悉肇事 

16 偵辦跨國性毒品犯罪案件，應提出「偵查計畫書」，經由何層級之檢察首長核發「偵查指揮書」，由入、出境管
制機關許可毒品、人員從境外正常出、入境？ 
該管檢察署指揮偵辦檢察官核發 該管法院核發 
該管檢察署檢察長核發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核發 

17 你在派出所值班時接獲報案，指轄內有人打架鬥毆，因備勤人員正在處理一件車禍事故，且無線上巡邏人員可指
派。下列處置何者錯誤？ 
報告所長更動勤務，指派同仁前往處理 調派其他勤務人員支援處理 
自己先前往處理  請分局支援人員處理 

18 你執行夜間巡邏勤務時，發現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慢車道上有一小客車故障，請問你應於該故障車輛後方幾公
尺之路面上協助設置警告標誌？ 
 5 公尺至 30 公尺  30 公尺至 50 公尺  50 公尺至 80 公尺  80 公尺至 100 公尺 

19 你於公共場所執行巡邏勤務時，發現路人甲行跡可疑，經你盤查係持有未經許可攜帶之內政部公告查禁之刀械，
應依下列何種法律處罰？ 
刑法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警械使用條例 自衛槍枝管理條例 

20 你承辦保安業務，巴拿馬駐華武官甲因工作需要，持有自衛九〇手槍 1 支和子彈 20 發，因有要事返國二週，不
便攜帶槍械出境，甲應將槍械交給下列何者代為保管？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六總隊 巴拿馬駐華大使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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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警察勤務執行前，應舉行勤前教育。請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詳述其種類區分及施

教內容為何？（25 分） 

二、警察為維持社會治安，經常在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對可疑民眾進行盤查。請

詳述依據何種法律的規定，警察人員在這些場所，得對於那些人實施身分之查證？

（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6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據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規定，警察遴選第三人，應查核下列何事項？①前科素行及政治背景   

②忠誠度及信賴度 ③工作及生活背景 ④合作意願及動機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2 基於警察執法界限之警察公共原則，警察權行使時，應遵守那三大界限？①私生活不可侵犯原則 ②私

人住所不可侵犯原則 ③不干涉民事法律關係原則 ④法不入家門原則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3 有關警察勤務運作原理中迅速原理，也就是「TAP 理論」的出現。亦即： 

警方反應時間愈短，歹徒侵入時間愈短，則嚇阻犯罪之作用愈大 

警方反應時間愈短，歹徒侵入時間愈長，則嚇阻犯罪之作用愈大 

警方反應時間愈長，歹徒侵入時間愈長，則嚇阻犯罪之作用愈大 

警方反應時間愈長，歹徒侵入時間愈短，則嚇阻犯罪之作用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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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使員警勤息合宜、休宿適當，勤務時間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服勤人員每日應有連續 8 小時之睡眠時間，深夜勤務以不超過 2 小時為度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 8 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視實際情形酌量延長之 

服勤人員每週輪休全日二次，遇有臨時事故得停止之 

超勤加班時間依警察勤務條例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延長服勤、停止輪休或待命服勤之時間，酌予補假 

5 警察機關因應轄區治安狀況需要，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及第 2 項規定，事先由警察機

關主管長官規劃指定路段設置管制站，凡行經指定路段及管制站之人，警察即得查證其身分。指定要件

須為那三項有必要者為限？①防止犯罪 ②過濾通緝人犯 ③處理重大公共安全 ④處理重大社會秩序

事件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6 依據警察機關執行路（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規定：警察人員於執行路檢或攔檢身分查證時，若受檢

人不同意，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時，帶班人員處置程序，下列何者錯誤？ 

異議有理：停止路檢、攔檢或身分查證，任其離去 

異議無理由：於請示上級後，續行路檢、攔檢或身分查證，執行程序與同意受檢相同 

受檢人請求時，填具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自攔停起不得逾 3 小時 

7 警察行使職權執行身分查證，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4 條規定，何者正確？①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 

②應告知事由 ③若未著制服亦未出示服務證，人民得拒絕 ④若已著制服，民眾仍要求出示服務證者，

可不予理會繼續執行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8 依據執行巡邏勤務中盤查（檢）人車作業程序，員警於巡邏執行中逮捕現行犯時，下列作法何者錯誤？ 

先上手銬後搜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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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緝獲嫌犯應回報勤務指揮中心請求支援 

若以機車巡邏時，可一人警戒，一人以機車載送嫌犯，以求盡速將嫌犯送回勤務處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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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時至 4 小時，每月應編排多少小

時以上（含在所整理資料或實施社區治安諮詢時間 2 小時至 4 小時）？ 

 20 小時  22 小時  24 小時  2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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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警用巡邏車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之規定，執行下列非緊急任務時，得啟用警示燈，但不得任意啟用

警鳴器：①執行專案勤務、路檢及重點巡邏任務 ②維護交通秩序或本身安全 ③緝捕現行犯、逃犯 

④現場處理一般交通事故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11 基於維護治安目的所設置之巡邏箱，目前演變為查考巡邏勤務是否落實依據之一，從理論的觀點而言，

此種反功能稱為： 

目標錯置作用 職業病態 訓練無能 法規神聖作用 

12 警勤區基本資料區分計有一圖、二表、三簿冊，下列何者不屬之？ 

警勤區概況表 警勤區交接登記表 警勤區記事簿 警勤區手冊 

13 警察人員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行使職權時，下列何者適用提審法規定？①警察人員執行勤務，因故依警察

職權行使法需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 ②警察對於瘋狂或酒醉，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身體

之危險，或預防他人生命、身體之危險時，依警察職權行使法所為管束 ③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盤查滯留

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預備、著手實施重大犯罪或有人犯藏匿之處所者 ④警察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執行

無須適用提審法 

①② ②③ ①②③ ②③④ 

14 警察法施行細則第 3 條所稱警察官規，下列何者屬之？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人員之：①官等 ②編制    

③職務 ④俸給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15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範，下列何者並非對警察行使職權之救濟方式？ 

訴願 行政訴訟 請求國家賠償 民事訴訟 

16 警察法第 5 條有關全國性警察業務所稱之各種專業警察業務，下列何者不屬之？ 

鐵路 航空 保安 森林 

17 警察對於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得經由警察局局長書面同意後，於一定期間內，對

其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情形，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

下列何者不屬之？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參與職業性犯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參與習慣性犯罪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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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 條所列舉之職權類型，下列何者不屬之？ 

驅離 管束 扣押 扣留 

19 警察每日勤務時間為 24 小時，其起迄時間自零時起至 24 時止。零時至 6 時為深夜勤，18 時至 24 時為夜

勤，餘為日勤。勤務交接時間，由何者定之？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局 警察分局 分駐（派出）所 

20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於民眾查證其身分，下列何者非屬

「公共場所」？ 

車站 公園 電影院 廣場 

21 警察機關對於扣留之物有下列何種情形者得予變賣？①有腐壞或價值重大減損之虞 ②保管、照料或持

有所費過鉅或有其困難 ③扣留期間逾 6 個月，無法返還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且不再合於扣留之

要件 ④經通知 6 個月內領取，且註明未於期限內領取，將予變賣，而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未於期限內

領取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2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勤區查察由警勤區員警以家戶訪查方式，擔任下列那些任務？①犯罪預防 

②犯罪偵查 ③為民服務 ④社會治安調查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3 分駐（派出）所是各警勤區之組合體，依據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規定，下列劃分原則何者錯誤？ 

轄區內應有 2 個以上警察勤務區 

轄區以不跨越鄉（鎮、市、區）為原則 

轄區以不分割村里自治區域為原則 

設有警察分局之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得設分駐所 

24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下列何種勤務方式係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為主；並執行檢查、取締、盤詰及

其他一般警察勤務？ 

臨檢 路檢 巡邏 守望 

25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及警察勤務區勤務規範第 6 點規定，警勤區之劃設配合自治區域為考量

者，應於不分割下列何種自治區情形下劃設之？ 

村 里 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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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 化平臺作業要點第 3 點有關一般刑案作業系統包含：一般刑事案件受理、筆錄

製作、報案三聯單製作及下列何種作業？ 
筆錄列印 上傳錄音檔 證據表製作 刑案紀錄表輸入 

2 內政部警政署和工業技術研究院共同發展的「警用無人機」巡檢應用系統，利用無人機快速、機動之特

性，搭載警示燈、蜂鳴器、三模攝影機，可達到犯罪預防及下列何種輔警功能？ 
搜索扣押 詢問證人 即時監控 跟蹤監視 

3 轄區內有 KTV、網咖、銀行、健身中心等場所，依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定，下列那些場所應為重點諮

詢地點？ 
KTV、網咖  KTV、銀行 
KTV、網咖、健身中心  KTV、網咖、銀行、健身中心 

4 警察機關因偵查犯罪之需要，得囑託他轄警察機關協助或處理。下列何者非囑託他轄警察機關協助或處

理的工作？ 
搜索 詢問證人 追查贓證物 詢問犯罪嫌疑人 

5 下列關於情報諮詢工作之原則及規定，何者正確？ 
經遴選諮詢工作請求合作之對象，得給予義警證 
經遴選諮詢工作請求合作之對象，得給予諮詢顧問證書 
基於維護治安工作需要，在社會各階層、各行業物色適當對象，吸收諮詢 
基於維護治安工作需要，在治安重點相關行業物色適當對象，經過訓練、考核，始交付任務參與或協

助辦案 
6 對有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相關規定查察防制，下列何者應列為重點對象？ 
治安顧慮或犯罪傾向者  治安顧慮或妨害公務前科者 
賭博罪前科者或妨害公務前科者 賭博罪前科者或犯罪傾向者 

7 關於受理告訴乃論案件，應注意事項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未逾越 3 個月之告訴期間 
撤回告訴，應於第一審裁判前 
由代理人代為告訴者，應出具委任書狀 
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其他共犯 

8 經犯罪現場指揮官許可進入現場者，應著下列何者裝備？ 
帽套、手套、鞋套 帽套、手套、護目鏡 口罩、手套、護目鏡 口罩、手套、鞋套 

9 偵查利用電腦網路犯罪案件，為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之必要時，下

列何者之罪得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聲請通訊監察書？ 
刑法第 235 條散布猥褻物品罪 刑法第 339 條之 3 電腦詐欺罪 
刑法第 358 條入侵他人電腦罪 刑法第 360 條散布電腦病毒罪 

10 下列何者應以調查、訪問、觀察、搜索及現場勘察所得之資料證據，加以分析辨證，力求正確，以為偵

查工作之基礎？ 
案情研判 偵查計畫 跟蹤監視 情報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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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定，實施偵查應循被害人關係、犯罪行為人關係、財物關係及下列何種關係清

查發掘線索？ 
通聯關係 網絡關係 場所關係 血緣關係 

12 關於跟蹤、監視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監視，屬「固定觀察」或「靜態觀察」 
實施監視應針對不同時地等因素隨時變換偽裝 
監視工作不能中斷，所見所聞均應隨時記錄 
跟蹤監視人員於執行時應注意外表舉止應融合當地環境 

13 警察為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得使用通知書。通知書由下列何者或其相當職務以上長官

簽章？ 
派出所所長 偵查隊長 警察分局長 警察局長 

14 關於詢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應錄音，必要時全程連續錄音 應錄影，必要時全程連續錄影 
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應全程連續錄影 應全程連續錄音，應全程連續錄影 

15 詢問犯罪嫌疑人，應先給與權利告知書或告知事項且記明於筆錄，下列何者非告知之事項？ 
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得選任辯護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得請求調查不利對方之證據 

16 關於詢問二人以上可疑為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犯罪嫌疑人者，下列何者正確？ 
應決定其先後順序，隔離詢問 應全程連續錄音，應全程連續錄影 
其未經詢問者，得在場協助調查證詞 為發現真實，得命其具結 

17 關於辯護人在警察機關得從事或不得從事的行為，下列何者正確？ 
得於執行搜索、扣押、勘驗或勘察時在場 
得於執行搜索、扣押時在場，不得於勘驗或勘察時在場 
不得於執行搜索、扣押時在場，得於勘驗或勘察時在場 
不得於執行搜索、扣押、勘驗或勘察時在場 

18 人民被逮捕、拘禁時，逮捕、拘禁之機關應即將逮捕、拘禁之原因、時間、地點及得依提審法聲請提審

之意旨，以下列何者告知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至遲不得逾 24 小時？ 
書面 書面或電話 書面或司法警察 書面、電話或司法警察 

19 搜索係為發現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犯罪證據物件及可得沒收之物，而對人身及下列何者、住宅或其他處

所所實施之強制檢查處分？ 
物件、社群網路 物件、電磁紀錄 車體、電磁紀錄 車體、社群網路 

20 關於搜索、扣押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不得於夜間入內搜索或扣押 
旅店、飲食店或其他於夜間公眾可以出入之處所，仍在公開時間內者，夜間亦不得入內搜索或扣押 
執行搜索、扣押後，應製作筆錄，將搜索、扣押過程、執行方法、在場之人及所扣押之物記明於筆錄

附卷移送檢察官或法官 
搜索發現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 

21 警察機關偵查刑案，下列何者不是得函送管轄法院或檢察署之情形？ 
非告訴乃論案件，經撤回告訴 
告訴乃論案件，尚未調查完竣，而告訴權人已向檢察官告訴者 
證據證明力薄弱或行為事實是否構成犯罪顯有疑義者 
犯罪證據不明確，但被害人堅持提出告訴者 

22 移送報告書各欄中那一欄應敘明犯罪動機、緣由、行為經過情形及據以認定之證據理由等？ 
犯罪事實 破案經過 所犯法條 證據理由 

23 關於長途解送人犯需使用公用之交通工具時，解送途中，應注意之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解送途中，避免人犯見客、購物、飲酒及循人犯要求任意隨同他往 
人犯要求如廁時，應嚴防脫逃，如有二人同時要求如廁時，應分別前往 
解送途中發生困難時，得請求附近警察機關協助，被請求者不得拒絕 
解送人犯乘坐車、船、航空器時，令人犯靠近門窗，行經出入處所時，應特別注意戒護 



代號：6601 
頁次：4－3  

24 關於現場勘察步驟，下列何者非刑事鑑識手冊所列現場勘察之參考步驟？ 
由外而內 由近而遠 由高而低 由顯至潛 

25 依刑事鑑識手冊之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車內犯罪時，注意車輛門窗開關、上鎖情形，並搜尋下列何者上

可能之指紋、痕跡、工具痕跡或微物等跡證？ 
車門、後視鏡 引擎蓋、後視鏡 引擎蓋、儀表板 車門、儀表板 

26 涉嫌下列何種之車輛，宜特別注意車輛底盤、輪胎及在前方保險桿上搜尋生物跡證、印痕、布紋、油漆

等微物跡證，以連結現場或被害人之關係？ 
肇事逃逸 毒品交易 竊盜車牌 作案逃逸 

27 下列何者非刑案現場數位證物蒐證手冊第 3 條刑案現場之數位證物蒐證標的？ 
電子郵件 多媒體電腦 監視錄影影像 揮發性資料 

28 關於刑案現場數位證物之扣押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執行扣押電腦設備時，以扣押數位證據儲存設備為宜，以符合比例原則 
扣押物品時，最好使用原扣押物的包裝或紙箱，以免扣押證物受損 
光碟片、記憶卡、隨身碟等電腦輔助記憶體之數量應確實清點，詳載於扣押物品目錄表 
數位證物查扣、代保管或搬運，應於包裝盒或機體上足以改變其內資料之接口施以封緘 

29 一般網路犯罪案件警察機關管轄責任區分，下列何者錯誤？ 
以網路犯罪被害人現住所警察機關管轄 
以犯罪嫌疑人上網從事犯罪行為之所在地警察機關管轄 
以網路犯罪被害人上網發生權益受損之上網所在地警察機關管轄 
以犯罪嫌疑人上班公司之所在地警察機關管轄 

30 警察機關受理民眾一般刑事案件報案，依勤務作業相關規定開立三聯單，下列何者正確？ 
同一案件分別向數警察機關重複報案時，受理單位得重複開立三聯單 
無刑案現場致不能勘察確認所報案情是否成案，而報案人堅持索取時仍應開立三聯單 
立即偵破移送之案件，為爭取刑案績效統計，應隨案立即開立三聯單 
民眾單純提供犯罪線索或情資，應依規定開立三聯單 

31 有關犯罪嫌疑人已被司法警察發覺之犯罪坦承供述者，稱為： 
自首 自白 投案 備案 

32 犯罪證據以數位特性存在的內容或載具，何者非犯罪現場採證之數位證據資料？ 
伺服器 外接硬碟 網路線 記憶卡 

33 下列電腦套裝軟體何者具備通聯分析功能？ 
I2 I8 GIS GPS 

34 警察對刑案現場封鎖，其範圍： 
應視當時警力調度  原則以五道封鎖線為準 
避免妨害交通，初期封鎖範圍不宜擴大 應視現場環境及事實需要 

35 關於警察執行通訊監察相關事項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通訊監察書於偵查中由司法警察機關逕行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 
警察專責人員應確實逐案審核通訊監察案件是否符合法定申請程序、要件，並注意有無夾帶門號 
警察機關對於通訊監察聲請案件，可依目前行政核准流程逕予二層決行 
可於私人住宅裝置竊聽器、錄影設備或其他監察器材 

36 警察機關對於現場勘察與處理，下列何者正確？ 
病死案件應報請檢察官相驗 
疑似爆裂物時，應先通報特勤小組現場交通管制 
勘察組對交通狀況及案發當時之天候、風向、氣溫等進行必要之觀察 
調查組負責瞭解案發時及案發前後，有無發現任何可疑之人、事、物等 

37 警察實施現場勘察蒐證照相應求真、求實，並足以傳達案情參考訊息，下列何者錯誤？ 
從不同角度現場全貌拍攝 拍攝現場相關位置 
拍攝現場內重要跡證  拍攝長官蒞臨視導刑案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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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關於警察處理火（炸）藥及爆炸物之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為完整採證應將爆裂物直接送鑑，不可拆解 
火（炸）藥送鑑時宜先由爆裂物處理人員酌採 0.5 公克，以紙張包妥後置入塑膠證物袋內 
爆炸點周遭疑為火（炸）藥附著物，宜全部採集送鑑 
爆炸後爆裂物或碎片宜全量採取送鑑 

39 跟蹤乃偵查人員為達成偵查犯罪任務，對特定之人或物等偵查對象所作的一種秘密而持續的觀察活動，

又稱為： 
固定觀察 靜態觀察 公開觀察 流動觀察 

40 警察對於通聯紀錄正確綜合研析，才能推理出持用電話者作案行為軌跡，下列何者不是研析必要要件？ 
受話時間 電話號碼 訊號發射強度 基地台位置 

41 司法警察在詢問犯罪嫌疑人時，下列有關權利告知的敘述，何者正確？ 
詢問過程結束後再給權利告知書 
告知權利事項已有給書面資料不需記明於筆錄 
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告知後有變更不需再告知 
嫌疑人已選任之辯護人未到時，應即停止訊問 

42 警察於製作證人指證筆錄時，下列何者錯誤？ 
應告知證人有到場作證之義務 
證人依規定於筆錄中需詳細記載真實姓名、身分等資料 
被害人需在檢察官偵查中到場作證，有保護必要者，準用證人保護法規定 
檢舉人無須在檢察官偵查中到場作證者，應依警察機關獎勵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實施要點規定

辦理 
43 司法警察實施搜索時，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有關搜索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記明筆錄 
應注意受搜索人有無同意之權 
對受搜索人不得使用強暴脅迫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使其同意 
受搜索人同意搜索客廳，當然也包括臥室 

44 司法警察對自行到場說明案情之行為人，如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要採取其指紋不配合時，

應如何處置？ 
簽請警察局局長同意核可強制採取 得違反犯罪嫌疑人之意思強制採取 
通知其家屬同意強制採取 向管轄檢察官申請核發鑑定許可書 

45 警察機關根據查贓資料獲取證據，進而提供擴大偵辦，將罪犯繩之以法，下列何者非警察查贓目的？ 
犯嫌犯罪動機 獲取破案獎金 推定犯罪人數 循線追查犯嫌 

46 有關查證犯罪嫌疑人之供述是否實在，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嫌疑人已在筆錄自白犯行，就可直接移送 
犯罪嫌疑人及共犯之供述須合乎情理、經驗法則與現場實際情況吻合 
所供犯罪動機及犯行經過，有關人、事、時、地、物等因素，均須逐項查證明確 
嫌犯與證人之供詞，如有矛盾不實，應深入查證明確 

47 破獲重大刑案時，為便於轉通報有關警察單位協同追查擴大偵破，應立即通報： 
當地轄區派出所  警察分局偵查隊 
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揮中心 縣（市）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 

48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衛生福利部 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 法務部 

49 下列何者不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8 條規定，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立即向當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之人員？ 
保育人員 矯正人員 保全人員 村（里）幹事人員 

50 關於刑案現場處理應依任務需要，將現有人員（擔任警戒任務者外）區分為下列那 2 組，人力不足時應

請求支援？ 
調查組、勤務組 調查組、勘察組 證物組、勘察組 證物組、勤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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