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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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10-30710 
50110-51310 
70110-7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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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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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從事何者職務，皆有其應盡的責任與義務。所謂稱職，就是指自己的才能
足夠勝任所擔負的職務。但是有一個不可忽略的關鍵是：能否清楚認識到什麼
是應盡的責任與義務？請以「本分」為題，作文一篇，闡述自己對於工作的態
度與期待。

二、公文：（20 分） 
諾羅病毒為一群病毒，可感染人類而引起腸胃道發炎，在國外已迭有發生。其
主要感染途徑為食入被病毒感染之食物、飲水，或接觸被感染者之排泄物、嘔
吐物等。衛生福利部編印有《學校病毒性腸胃炎防治手冊》，可供參考。試擬衛
生福利部致教育部、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函，請各機關轉知所屬各
級學校加強諾羅病毒防治宣導，以維護學生身體健康。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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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語句，用詞完全適當的選項是：
張先生榮升處長已近一個月，處內同仁特別為他舉辦彌月慶祝餐會
王老師年前轉職至本校任教，在他任教百日時，校方決定予以彌留
百貨公司的行銷策略之一，就是在開館週年期間推出大型促銷活動
公車上備有多個博愛座椅，目的是讓身懷甲子的準媽媽們安全乘車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
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
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
賓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即其人焉！」（李白〈與韓荊州書〉）上文內容屬於那一類
的應用文寫作？
平行公文 保證契約 徵才廣告 自薦書信

下列選項中的「君子」，何者強調有品德操守之人？
冉冉孤生竹，託根中谷卑。結髮事君子，江蘺近華池
我今幸北轅，又念眾君子。懷哉千金軀，博此五斗米
何以延君子，唯有滿牀書。何以解君頤，淡句無足娛
丈夫無苟求，君子有素守。不能垂竹帛，正可死隴畝

「人性本善」是孟子的中心思想，下列選項，何者是孟子闡述性善的言論？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

惠王下〉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離

婁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

孺子之父母也〈公孫丑上〉
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

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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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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10-30710 
50110-51310 
70110-71010

全一張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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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

至，王欲捨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

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依照文意，當時的人從這個事件中，所做的優劣判斷是：

華歆謀事深遠，優於王朗 華歆三心二意，劣於王朗

王朗慈悲為懷，優於華歆 王朗見異思遷，劣於華歆

承上題，下列那一個選項是這個故事給我們最主要的啟示？

所託非人，反而招致傷害 自私自利，終將遭人唾棄

行善助人，應該思慮周延 兩相激發，讓事情更完善

把麵包拿到嘴邊是個簡單的動作，如果肚子餓還是件好事，既對身體提供糧食，也讓農夫受

益。不過可能最得利的是有些人，懂得從鐮刀到牙齒之間，如何插手搬來運去與囤積，這就

是生財之道。下列那個選項最可能是本段文字討論的重點？

大人家有糧食的，囤住了不肯出糶

鐮刀指盜匪公然搶糧，牙齒喻商人舌燦蓮花

坐商囤積居奇，轉易牟利，致穀價貴二三倍餘

旱澇不時，當思囤積穀秕、轉運糧食，庶無欠缺懸隔之憂

「縣人冉氏，有狗而猛，遇行人輒搏噬之，往往為所傷。傷則主人躬詣請罪，出財救療，如

是者數矣。冉氏以是頗患苦狗，然以其猛也，未忍殺，故置之。居數月，冉氏之鄰至，問其

狗，曰：『烹之矣。』驚而詰其故，曰：『日者冉氏有盜，主人覺之，呼二子起，操械共逐

之，盜驚而遁。主人疑狗之不吠也，呼之不應，遍索之無有也。將寢，聞臥床下若有微息者，

燭之則狗也。卷曲蹲伏，不敢少轉側，垂頭閉目，若惟恐人之聞其聲者。主人曰：「嘻！吾

向之隱忍不之殺也，為其有倉卒一旦之用也，惡知其搏行人則勇，而見盜則怯乎哉？」以是

故，遂烹之也。』」（崔述《崔東壁遺書．冉氏烹狗》）下列最適合用來形容「冉氏之狗」

的選項是：

畫地自限 欺善怕惡 樹大招風 為虎作倀

「『一髮』是最小境界，『五湖』是廣大境界。能把一髮溪水，當作五湖般觀看，那個『作』

的工夫，就不等閒。千萬不要以為是『做作』的『作』，也不要殘忍解為『自我欺騙』，而

是處於狹窄侷促的現實裏，心境的恒常廣大。

在荒謬的世代，淨土何處？五湖何處？誰能天天安躲淨土？誰能日日浪遊五湖？於是只有『作』

了。

心境是自己的，可以狹窄得殺死自己，殺死別人，也可以寬廣得容下世界，容下宇宙。是憂

是樂，由人自取。市塵蔽眼處，我心裏依然有一片青天；喧聲封耳地，我心裏依然有半簾岑

寂。狹如一髮之溪，能作五湖看，則對現今世界，當作如是觀，當作如是觀。」本篇文章所

闡揚的境界，與下列那一個選項所論相同？

對負面的人生，做不平衡的反省，會使你沮喪

只要看看我們在閒暇時如何不甘寂寞，就知道我們的內心多空虛了

心就是一座花園，我們想什麼，它就長什麼。或雜草叢生，或鮮花滿園

我們的一生必須睡掉三分之一，因為我們整天喜歡這個，不喜歡那個，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盡

承上題，下列那一個選項的詩句也呈現了相近的境界？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

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

日日抄書懶出門，小窗弄筆到黃昏。丫頭婢子忙勻粉，不管先生硯水渾



類科名稱：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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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試題代號：13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警察資訊管理人員、國境警察人員、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公共安全人員、警察法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消防警察
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員、刑事鑑識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水上警察人員、地政、運輸營業、機械工程
、電子工程、資訊處理、會計、土木工程、事務管理、材料管理、電力工程、外事警察人員(選試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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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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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C A C C B C A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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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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犯
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警察資訊管理人員、刑事鑑識人員、
國境警察人員、警察法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

科 目：中華民國憲法與警察專業英文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50120-50520
50720-51020
51220-51320

頁次：4－1

甲、申論題部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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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以下英文翻譯成中文：（15 分）

Youth are more likely to be the victims of crime because they, relative to older citizens,

take fewer steps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victimization.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spend

time in high-risk areas and engage in high-risk activities.

二、請將以下中文翻譯成英文：（10 分）

警方的腐敗是員警不當行為的一種形式。它主要是由警官為了取得個人利益的動機

所引起。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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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題，每題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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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民主與共和之概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元首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者為民主國；由人民間接選舉產生者為共和國
國家權力擁有者為人民者為民主國；國家權力擁有者為國家元首者為共和國
民主涉及者為政體問題；共和涉及者為國體問題
民主國家必然為共和國；共和國未必是民主國家

2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無法案提案權？
總統 考試院 監察院 司法院

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屬於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其他自由權利？
財產權 集會自由 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契約自由

4 地方自治團體中，下列何者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縣議會之議長 直轄市之區長 鄉鎮之村里長 縣轄市副市長

5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關於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設有如何之規定？
不受憲法第 164 條規定之限制 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
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 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

6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之規定，擬訂憲法修正案，至少須經過立法委員下列何者比例之提議，始得交付決議？
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關修憲之界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並無關於修憲界限之明文規定
憲法中具有本質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屬修憲之界限
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屬修憲之界限
逾越修憲界限之憲法修改條文，不待司法院大法官宣告，該條文自始無效



代號：50120-50520
50720-51020
51220-51320

頁次：4－2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非屬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之警察機關？
依據刑事訴訟法對被告執行拘提之司法警察
依據行政執行法執行拘提管收之行政執行處執行員
依據刑事訴訟法對通緝犯逕行逮捕之司法警察官
依據刑事訴訟法對現行犯進行逮捕之一般人

9 被害人民提起國家賠償訴訟之必要前提要件為何？
必須已經過訴願程序 賠償義務機關與被害人民協議不成
被害人民必須先向賠償義務機關之上級機關陳情 被害人民必須先向監察院舉發

10 依司法院釋字第 450 號解釋，大學法及同法施行細則規定大學應設置軍訓室並配置人員，係違反下列何
種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民主原則 大學自治原則

11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第 10 條保障之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之內涵？
人民享有經營私人居住生活不受干預之權利 人民享有選擇其居住處所之權利
人民享有任意移居或旅行各地之權利 人民享有尊嚴適足居住環境之權利

12 下列何者非屬大法官之職掌事項？
審理總統彈劾案 審理一般人民團體違憲之解散事項
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命令

13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解釋，關於居住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居住自由為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
為促進都市土地之利用，得無條件強制人民遷離處所
都市更新係屬私法自治領域，國家不得介入
都市更新主管機關依法核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非屬公權力行為

14 憲法上訴訟權保障之範圍，不及於下列何者？
聽審請求權 適時審判之權利 三級三審之審級制度 正當法律程序

15 依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原戶籍法關於按捺指紋後始核發國民身分證之規定，違憲之理由為何？
憲法保障資訊隱私權係屬絕對保障，不得以法律加以限制
為防止冒領身分證之目的而強制錄存指紋，其手段仍屬過當
國家強捺指紋並錄存之目的，與防止冒領身分證欠缺關聯性
錄存指紋用以比對個人身分之真實性，非屬於世界趨勢

16 依司法院釋字第 680 號解釋，懲治走私條例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出口逾公告數額者處以刑罰，管制物品
與數額則由行政院公告。系爭規定違反下列何種原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比例原則 正當程序原則

17 司法院釋字第 426 號解釋所稱之空氣污染防制費，係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必須
專款專用，此稱之為下列何者？
所得稅 營業稅 特別公課 一般公課

18 依司法院釋字第 371 號解釋之意旨，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
憲法之疑義者，應許其作下列何種處理？
提請所屬法院法官會議審議，如認有牴觸憲法，以法院名義聲請釋憲
提請所屬之最高層級法院法官會議審議，如認有牴觸憲法，以法院名義聲請釋憲
由法官以裁定告知當事人，當事人憑此裁定所附具體理由聲請釋憲
由法官裁定停止訴訟，提出確信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釋憲

19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職人員選舉，以普通、平等、直接及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依政黨名單投票選出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18 歲，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有選舉權
有選舉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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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有關政黨推薦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同一政黨，不得推薦二組以上候選人
經政黨推薦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者，其推薦之政黨，不得撤回其推薦
最近任何一次總統、副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其所推薦候選人得票數之和，達該次選舉有效票總和百

分之五以上之政黨，得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推薦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二個以上政黨，不得共同推薦一組候選人

21 甲機關與乙民間拖吊業者簽訂契約，委託乙拖吊違規停放車輛。如乙拖吊時，當場受甲機關之公務員丙
指揮監督，卻不慎刮傷受拖吊車輛。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乙非受甲機關指揮監督，故甲機關不負國家賠償責任
因乙為民間業者，即使損害人民財產亦無國家賠償責任
因乙協助甲機關執行職務，故甲機關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因乙受甲機關委託執行職務，故甲機關對乙不得有求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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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關於行政院之不信任案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不信任案若通過，行政院院長應即辭職，由行政院副院長繼任
不信任案若通過，除有任期者外，行政院院長、副院長、部會首長及政務委員應即總辭
不信任案是人民對行政院施政滿意度之公民投票
不信任案類似於監察院對行政院施政之彈劾

23 有關法定預算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維持法定機關運作之經費，不得停止執行
執行法定職務之經費，不得停止執行
預算經費涉及國家重大政策之變更者，不得停止執行
因國家重大政策變更因而停止執行預算者，應使立法院有參與決策權

2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係屬對於憲法第 18 條所保障應考試服公職權之違憲限制？
要求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須在臺灣地區設籍滿十年始有擔任公職之資格
曾受刑之宣告者，不得報考國防部預備士官班之招生簡章規定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即不予及格之規定
禁止公務員於離職後三年內，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特定職務

25 一般論述「雙首長制」時，往往以那一國家憲法為例？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 美國憲法 日本國憲法 德國基本法

26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採政黨比例代表方式選出之立法委員係為：
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與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與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與邊疆民族立法委員
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與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

27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8 條之規定，下列有關立法委員報酬或待遇之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不得調整其報酬或待遇
立法委員得無條件以法律單獨增加其報酬或待遇
立法委員之報酬或待遇，如係年度通案調整時，得自本屆起實施
立法委員增加報酬或待遇之規定，應一律自次屆起實施

28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議決之法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行政院可經總統之核可退回覆議，覆議時立法院
應如何表決才能維持原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至少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至少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至少四分之三以上之決議 全體立法委員至少五分之四以上之決議

29 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尚未議決之議案，下屆不予繼續審議，但何種類型議案不受此限制？
決算案 人事案 修憲案 條約案

30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2 號解釋，關於教師法就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要件，意義難以理解，受規範之教師亦無法預見，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而屬違憲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而剝奪教職之規定，無法達成改善國民整體素質之目的
教師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得予以解聘、停聘與不續聘，不符合信賴保護原則
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禁止終身再任教職，手段過當，違反比例原則

31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司法院大法官之任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得連任 只能連任一次
可以連選連任，無次數之限制 大法官是終身職，無任期之限制

32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司法自主性與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均應以維護下列何者為目標？
國家高權 審判獨立 國家安全 公共利益

33 關於人民得以之為聲請釋憲對象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私人契約條款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地方自治條例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判例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最高法院決議

34 下列何者無須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專門職業人員執業資格
公務機關雇員之任用資格 專門技術人員執業資格

35 依司法院釋字第 325 號解釋，修憲後監察院已不具民主國家國會之地位，但仍有下列何項權力？
覆議權 調查權 統帥權 彈劾總統權

36 監察院認為被彈劾人之違法行為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如何處理？
向懲戒機關提出彈劾案，並逕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
先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於檢察官起訴後，向懲戒機關提出彈劾案
先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於法院一審判決有罪後，向懲戒機關提出彈劾案
先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於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向懲戒機關提出彈劾案

105三等警察法制特考考古題庫懶人包-三等警察特考內軌考試專用-高見公職整理
專辦警察特考、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大研究所考試(07)2233812



代號：50120-50520
50720-51020
51220-51320

頁次：4－4

37 地方政府民選首長之行為有違法失職之情事時，準用下列何者之懲戒規定？
政務人員 事務官 民意代表 法官

38 人民命名自由之依據為：
意見自由 思想自由 藝術自由 人格發展自由

39 公民投票法規定，下列何種事項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國防事務 外交事務 教育政策 預算

40 下列何項權利屬於營業自由之類型？
商業廣告自由 講學自由 人身自由 宗教結社自由

41 Search is a written order signed by a judge authorizing a police officer to conduct a search of a specified
place and seize the evidences related to a crime.
 wanted  warrant  regulation  authority

42 Clearly,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policing nowadays have assumed a new and more role.
 insignificant  vital  minor  reactive

43 A suspect of an assault case is being at the local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quadron to find out the details
and evidences of the case.
 interrogated  insisted  confiscated  constricted

44 Forensic pathologist performs legal on a body to determine what caused a person’s death in a crime case.
 execution  oppression  treatment  autopsy

45 A police officer is testing the driver to see if he is driving under the of alcohol.
 influence  intoxicated  irregularity  infrastructure

46 During the traffic , people would expect police to regulate the flow of traffic and hopefully to get back
home soon.
 issue  jam  problem  estimation

47 In this car accident, if the victim suffers minor injuries, your driver’s license will be for two years
according to the traffic regulation.
 submitted  renewed  suspended  contradicted

48 Indictment is the formal written ____ of a crime, made by a grand jury and presented to a court for prosecution
against the suspicious people.
 accusation  summon  breach  plea

49 Although people may confess to a crime, a ____ cannot be based solely on a confession.
 motion  conviction  complaint  tryst

50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to the community policing gave way to a process commonly ____ to as Compstat.
 refer  referred  referring  being referred

51 Crosswalks at intersection are often marked with white lines, while some crosswalks have flashing light to warn
the drivers that may be crossing.
 pedestrians  rioters  hooligans  gangsters

52 Randomized motor patrol ____ lowers crime nor increases the chances of catching suspects.
 neither  either  does  must

請依下文回答第 53 題至第 56 題：
The 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 was a large-scale test of one of policing’s most cherished doctrines:
conspicuous and aggressive patrol in all areas of the community at 53 times prevents crime and reduces the
public’s fear of crime. 54 with a Police Foundation grant, this 12-month experiment 55 geographical areas
or beats covering 32 square miles into reactive, proactive and control beats to test the doctrine of conspicuous and
aggressive patrol. The findings were controversial and included such data as no significant 56 in reported crime or
arrests across the three types of beat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curity measures taken by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53  a  what  which  all
54  Participated  Funded  Decayed  Erased
55  behaved  collected  divided  executed
56  deviations  types  models  categories

請依下文回答第 57 題至第 60 題：
The mission of the prison is to protect society by 57 offenders in the 58 environments of prisons that
provide work and other self-improvement opportunities to assist offenders in becoming 59 citizens. Prison
authorities must ensure that no escapes or disturbances occur in its facilities, and ensure the physical safety of
all 60 through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predatory behavior, gang activity, and drug use.
57  confine  confined  confining  being confined
58  control  controlled  controlling  being controlled
59  law-abiding  illegal  criminal  parole
60  police officers  prosecutors  correctional officers  in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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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及105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1260 

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警察法制人員

科 目：行政法與警察行政違規調查裁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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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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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依訴願法、行政訴訟法規定，說明下列問題：
撤銷訴願與撤銷訴訟之區別和關係。（12 分） 
課予義務訴願與課予義務訴訟之條件和關係。（13 分） 

二、員警甲於巡邏勤務中，發現 A 車停於地面畫有紅線之道路上，經查 A 車為乙民眾所
有且乙未在場，員警遂依規定逕行舉發，並請與警察局有契約關係之民營拖吊業者丙
到場拖吊；俟丙將 A 車車輪固定後慢速駛離時，乙衝到拖吊車旁大喊「等一下」，且
在車輛已是行進間情況下，趴伏於其遭拖吊之 A 車引擎蓋上表示不服。試問： 
甲告知乙其行為危險，但乙仍繼續趴伏不聽制止，甲應如何處置方為妥適？（7 分） 
接續上題情況，乙對於甲執法及車輛違停遭開罰不服，應循何種方式尋求救濟？

（13 分） 
民營拖吊業者丙之法律性質及其正當性。（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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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行政執行法規定，義務人經通知或自行到場，經行政執行官訊問後，認有逃匿之虞或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
有隱匿等情形，而有聲請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分署得將義務人﹕
行政管束 暫予留置 聲請羈押 聲請假扣押

2 依據訴願法規定，下列就訴願審議之敘述，何者正確？
訴願就書面審查決定之，均不經言詞辯論 受理訴願機關僅依訴願人主張實施調查等措施
鑑定人因行鑑定得請求受理訴願機關調查證據 鑑定人由訴願人指定之

3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經依法處以「罰鍰」確定，逾期不完納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機關即得依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移請行政執行分署依法強制執行
被處罰人得請求警察機關作成易以拘留之處分
罰鍰易以拘留之性質屬於處罰之轉換
被處罰人請求易以拘留，經駁回後，即不得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

4 下列何者屬於行政罰法之裁罰性不利處分？
扣留 怠金 管束 沒入

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與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針對環保行政任務之權限區分，係屬下列何種類型之管轄？
事務管轄 層級管轄 土地管轄 共同管轄

6 依據行政罰法之規定，輔導教育係屬下列何項種類之處罰？
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 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
警告性處分 影響名譽之處分

7 依據行政罰法規定，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危險者，負有下列何種義務？
損害賠償 防止其發生 回復原狀 擔保或連帶責任

8 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
下列何種情況？
受處罰者之社會地位 受處罰者之學經歷 受處罰者之健康 受處罰者之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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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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60 

全一張

（背面）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警察法制人員

科 目：行政法與警察行政違規調查裁處作業

 

9 針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義務人若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行政執行分
署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並得﹕
暫時管束 限制其住居 聲請羈押 聲請假處分

10 將文書置於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
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係屬於下列何者？
一般送達 留置送達 寄存送達 補充送達

11 下列何種命令之拘束力最高？
緊急命令 法規命令 職權命令 行政規則

12 下列有關訴願審議及決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訴願就書面審查決定為原則，訴願人或參加人得提出證據書類或證物
受理訴願機關必要時得通知訴願之利害關係人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見
受理訴願機關得依職權通知訴願人於指定期日到達指定處所言詞辯論
訴願人對受理訴願機關之程序上處置不服者，得另提訴願及行政訴訟

13 在行政訴訟中，原告得以下列何項程序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
提起再審之訴 聲請重新審理 聲請假處分 提出再抗告

14 依據行政訴訟法規定，針對收容聲請事件，係以下列何者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高等法院 智慧財產法院

15 行政機關為使聽證順利進行，認為必要時，得於聽證期日前，舉行預備聽證。下列何者並非預備聽證所得為之事項？
議定聽證程序之進行  與當事人商訂所需經費
提出有關文書及證據  變更聽證之期日、場所與主持人

16 某甲被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裁處罰鍰，不服而提起聲明異議遭裁定駁回後，再依據訴願法提起訴願，受理訴願機關
應作成下列何種決定？
不受理  駁回
撤銷原處分  撤銷原處分另為適法之處分

17 張三騎車違反交通規則，經依法裁處吊銷駕照。請問該「吊銷駕照」係屬於行政罰法規定之下列何種處分？
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  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
影響名譽之處分  警告性處分

18 依據行政訴訟法之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中，針對何種訴訟類型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確認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撤銷訴訟

19 依據行政訴訟法之規定，行政訴訟中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得由其中選定人員為全體起訴或被訴。至多得選定幾人
為代表？
 3 人  5 人  6 人  10 人 

20 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
人員，稱之為？
一般送達 留置送達 寄存送達 補充送達

21 下列何者不屬於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內涵？
規範應具體可行（可實踐性） 意義非難以理解（可理解性）
受規範者可預見（可預見性） 司法機關得以審查（可爭訟性）

22 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下列有關管束與管收之敘述，何者正確？
管束為即時強制方法；管收為不行為義務之強制方法
管束屬於對人之作為；管收屬於對物之作為
管束 1 次不得逾 24 小時；管收 1 次不得逾 3 個月 
管束置於拘留所；管收置於看守所

23 警察分局長針對某一違法集會遊行之群眾下令其解散而不解散，乃採取強制驅離之措施，該措施之性質為何？
行政命令 直接強制 間接強制 即時強制

24 下列何者不屬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範圍？
稅款 怠金 罰鍰 罰金

25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經於處分書或另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
行者，依法予以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之作為，係屬於下列何種方法？
間接強制 直接強制 即時強制 直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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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名稱：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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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
行政法與警察行政違規調查裁處作業（試題代號：6512)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警察法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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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B C B D B C

A A B B A B D B D

A C B D B

D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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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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70 全一頁

考 試 別： 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

類 科 別： 警察法制人員

科 目： 警察法制作業

考試時間 ：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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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背面）

 

一、試申論勤務規劃作業中，應有那些法制作業之原理原則或程序規範必須落實？（25 分） 

二、我國警察法第 12 條規定，警察基層人員得採警員制，其施行程序，由內政部定之。

試申論本條規定目前在我國之落實情形、問題與解決之道。（25 分） 

三、試申述並舉實例說明在警察法制作業上，所謂「情節重大」應有之具體判斷標準為

何？（25 分） 

四、試就我國現今實務慣例及已產生之諸多問題，申論公聽會應有之程序規範。（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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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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
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警察資訊管理人員、國境警察
人員、警察法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

科 目：警察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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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50140-50540 
50740-50840 
51040、51240 
51340 

頁次：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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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男子張三因有詐欺、背信等前科，長期無工作致心生怨懟，乃思前往市政府鬧

事，表達不滿。某日自家中取出自有水果刀一把，藏於褲袋中，準備前往市政府找

市長理論。於進入市政府擬潛入市長室時，遭秘書阻擋詢問來由，張三支吾其詞只

一再說要找市長。不久隔鄰警察局兩名警察迅速到達現場，對張三進行盤查，並見

其褲袋鼓鼓，進行拍搜，確認帶有器械，乃要求張三將器械交出，發現是水果刀後，

將張三帶回警察局依法處理。請問：

警察盤查、拍搜並將張三帶回警局，是否合法？理由為何？（12 分） 
警察應依何法處理本案件？本案件應由何機關，如何處理？（13 分） 

二、李四租用大樓內一間民宅經營夜春護膚美容店，並經商業登記完竣，但該護膚店卻

暗藏春色，經常媒介店內從業人員與客人為猥褻之行為。某日，又遭客人檢舉，轄

區警察分局乃派遣警察人員偽裝客人前往消費，並於營業時間內進入，見有客人在

場疑似進行猥褻行為，店家藉此以營利時，乃通知店外制服警察入內進行臨檢及盤

查，並獲客人合作，指證李四確有媒介猥褻以營利之行為。請問：

警察入內臨檢是否合法？理由為何？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新增規定，得否將李四之

夜春護膚美容店勒令歇業？理由為何？（12 分） 
勒令歇業後，可依何種法令，如何進行強制執行？理由為何？（13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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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在何種情形下，處罰之？ 
不問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 只有出於故意，始處罰

只有出於過失，始處罰  出於無故意過失，始處罰

2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5 條第 1 項有關治安顧慮人口定期實施查訪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治安顧慮人口

定期實施查訪之對象？

犯詐欺罪經假釋出獄者  犯偽造通用貨幣罪經假釋出獄者

犯竊盜罪經執行完畢者  受毒品戒治經執行完畢者



代號：50140-50540
50740-50840
51040、51240
51340

頁次：4－2

3 依據警察法第 3 條第 1 項與警察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1 款、第 2 款有關警察官制、警察官規之規定，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各級警察人員之官等事項係屬警察官規

中央各級警察人員之俸給事項係屬警察官規

地方各級警察人員之職務等階事項係屬警察官制

地方各級警察機關之組織事項係屬警察官制

4 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公開為特定之公職候選人站台、助

講、遊行或拜票，但公務人員與特定之公職候選人具有下列何種身分關係時不在此限？

三親等之直系血親 二親等之姻親 四親等之血親 三親等之姻親

5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中所稱「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之「警察機關」，其意

義為何？

僅指組織法上之形式警察

以維護國家利益為目的之警察機關

不以法律規定為必要，但能使用干預、取締之手段者

除組織法上之形式警察外，凡法律規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賦予其機關或人員

得使用干預、取締之手段者

6 依據警械使用條例第 2 條、第 3 條、第 4 條有關使用警棍、警刀、槍械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人員依法令執行職務，戒備意外時，得使用警棍制止

警察人員依法令執行職務，遭受脅迫時，得使用警棍制止

警察人員依法令執行職務，依法應拘禁之人脫逃時，得使用槍械

警察人員依法令執行職務，協助偵查犯罪，須以強制力執行時，得使用警棍制止

7 警察人員於執行夜間攔檢勤務時，其中一位受攔檢人自懷中掏出手槍，經執勤人員制止無效，該人並朝

執勤人員射擊，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進行射擊，因而致該人死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由各該級政府支付喪葬費 應由警察人員所屬警察分局支付喪葬費

應由射擊之警察人員支付喪葬費 無須支付喪葬費

8 承上題，如果檢察官起訴該名警察人員而法院進行審理，該名執勤人員可以主張射擊行為為下列何者？ 
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職務上行為 緊急避難

依法令之行為  業務正當行為

9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6 條有關警察因人民有迫切之危害，非進入不能救護時，得進入住宅、建築物或

其他處所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因人民生命法益有迫切之危害，警察得行使本項職權

因人民身體法益有迫切之危害，警察得行使本項職權

因人民自由法益有迫切之危害，警察得行使本項職權

因人民財產法益有迫切之危害，警察得行使本項職權

10 有關集會遊行之許可，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偶發性集會遊行仍應適用集會遊行法第 8 條第 1 項為申請 
憲法第 14 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以集體行動之方式和平表達意見，與社會各界進行

溝通對話，以形成或改變公共意見，並影響、監督政策或法律之制定

為保障人民之集會遊行自由，國家除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採取有效保護集會之安全措施外，並應在

法律規定與制度設計上使參與集會、遊行者在毫無恐懼的情況下行使集會自由

以法律限制人民之集會自由，須遵守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方符合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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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集會遊行因不可預見之重大緊急事故，且非即刻舉行，無法達到目的者，於負責人收受到主管機關之通

知書時起多久時間之內，可提起申復？

十二小時 二十四小時 二日 六日

12 承上題，原主管機關認為該申復無理由者，應於收受申復書之時起多久時間之內，連同卷證檢送其上級

警察機關？

十二小時 二十四小時 二日 六日

13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 9 條第 1 項之規定，義務人對於執行命令，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依下列何種程序向

執行機關尋求救濟？

申復 訴願 準抗告 聲明異議

14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之規定，下列何者係屬行政執行處得將義務人限制住居、聲請法院裁定拘提、聲

請法院裁定管收之共同事由？

顯有逃匿之虞  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15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92 條之規定，法院受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除社會秩序維護法有規定者外，

準用下列何種法律之規定？

行政執行法 行政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

16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之 1 規定，警察機關為查察經公告查禁之模擬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法須向法院申請搜索票後，始得派員進入模擬槍製造、儲存或販賣場所進行搜索

無須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零組件、成品、半成品、各種簿冊及其他必要之物件實施檢查

不得詢問關係人

對於規避、妨礙或拒絕第 6 項之檢查或提供資料者，除課處罰鍰外，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 

17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42 條有關對於現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的行為人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人員得逕行通知其到場

不服通知者，得強制其到場

未能強制到場者，得逕行裁處

確悉行為人之姓名、住居所而無逃亡之虞者，得以通知書通知其到場

18 有關行政執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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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可歸責於該人民之

事由者，亦得請求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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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回復原狀為之

對於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之進入，不以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有迫切之危害，非進入不能救護

者為限

人民得請求損失補償之情形，應於知有損失後，二年內向執行機關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五

年者，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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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46 條第 2 項之規定，不服地方法院簡易庭關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裁處

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得向原裁處之地方法院簡易庭提起聲明異議救濟之

得向原裁處之地方法院簡易庭提起準抗告救濟之

得經原裁處之地方法院簡易庭向同法院之普通庭提起抗告救濟之

得經原裁處之地方法院簡易庭向直接上級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救濟之

20 某縣市警察局為防止犯罪，必要時於轄區內進行警察職權行使法中所規定之資料蒐集，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應由警察局長以書面同意為之

對於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可進行資料蒐集

每次不得逾一年，如有必要得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於達成目的後，除為調查犯罪行為，而有保存之必要者外，應即銷毀之

21 警察對於依警察職權行使法所取得之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警察之完成任務雖不再有幫助者，仍得予以保存

資料之註銷或銷毀將危及被蒐集對象值得保護之利益者，得予以保存

應註銷或銷毀之資料，雖不得傳遞，但得為不利於被蒐集對象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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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註銷或銷毀之

22 有關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例使用警械時，雖遇急迫情況，仍須依規定出示足資識別之警徽或身分證件

警械之種類及規格，由內政部定之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警械非經內政部許可，不得定製、售賣或持有，違者由內政部沒入

警察人員使用警棍指揮後，無須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長官

23 義務人對於警察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行使職權之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僅能事後以書面表示異議

警察對於義務人所提異議，認為無理由者，得繼續執行，並應依職權主動將異議之理由製作紀錄交付之

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因警察行使職權有違法或不當情事，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法提起申復

警察認為異議有理由者，應立即停止或更正執行行為

24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43 條、第 44 條、第 45 條、第 89 條之規定，行為人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

阻不聽，情節輕微而事實明確，警察機關經審酌後認為應裁罰行為人新臺幣 1,800 元者，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得不經通知、訊問而逕行處分

於訊問後，除有繼續調查必要者外，應即做成處分書

於訊問後，應即移送該管簡易庭裁處

於訊問後，按其情節顯可憫恕，得移送該管簡易庭為減輕罰鍰之裁處

25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0 條、第 61 條有關聲明異議與抗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聲明異議權得捨棄 聲明異議得撤回 抗告權得捨棄  抗告得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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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名稱：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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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警察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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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交通警察
人員交通組、警察資訊管理人員、國境警察人員、警察法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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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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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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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B D A D C C A

B D A D # C D C B

B D D B A

A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備　　註： 第16題一律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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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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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
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警察資訊管理人員、刑事鑑識
人員、國境警察人員、警察法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 

科 目：警察情境實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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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 50130 - 50530 
50730 - 51030 
51230、5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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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派出所所長，深夜 l 時許，據報在轄區一處公園入口，有數十名黑衣人聚集，

疑似兩派人馬相約談判，有人帶球棒、西瓜刀、電擊棒及信號彈等到現場，經過路

人都非常驚恐，依法你應如何處置？（20 分） 

二、你是分局偵查員，1 月 4 日早上接獲刑責區派出所通報，清晨 6 時許一名拾荒老人

在某漁塭填補地撿拾資源回收物，發現一具男性焦屍。你到達時鑑識人員正在進行

勘察採證，命案地點相當偏僻及空曠，平日少人前往。依鑑識人員初步勘察結果，

死者為男性，全身約 80%部分已燒焦碳化，面部無法辨識，肚皮燒穿而腸子外露，

衣物全數燒失，赤腳，但現場未發現鞋子。死者身上無任何證件，僅左腳踝有一蜘蛛

網狀刺青。現場有一副破損眼鏡鏡框及少量鏡片碎片與打火機等物品，以及一支沾有

血跡之未生鏽「釘拔」（一般工地用來拔釘使用之工具）與一塊沾有血跡之大石塊，

並有許多清楚輪胎印痕（現場圖如下）。經調閱當地天氣狀況，1 月 2 日晚上 10 時

至 11 時曾有降雨。請就所提供之資訊，回答下列問題：（每小題 10 分，共 20 分） 
你對本案初步案情研判為何？

後續應展開那些偵查作為？

E 

A

C

D 

B 
F 

輪胎印痕

沾血石塊

打火機
釘拔

菸蒂

眼鏡 

風向 

地面燃燒痕跡

1
4

5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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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察機關於執行取締危險駕車勤務中，經執勤人員現場錄影蒐證後，對於駕駛人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3 條及第 21 條第 1 項第 1 款者，該項違法（規）之駕駛人
應如何處理？（10 分）對於現場之違規車輛又應如何處置？（10 分）請敘述之。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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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帶班執行 22～24 時汽車巡邏勤務，由員警甲擔任駕駛時，下列何項處置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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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留在車內觀察周遭環境，指派甲下車簽巡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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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簽巡邏表後，甲先上車，你擔任警戒，不要同時上車

2 你帶班執行巡邏勤務，發現有人高喊搶劫，你立即將搶嫌以現行犯逮捕時，下列何項為 優先處置？ 

上手銬 搜身 報告勤務指揮中心 請求支援

3 你是派出所所長，據報甲男酒醉後，跑到住家附近的檳榔攤翻桌鬧事，並拿棍子當指揮棒站在路中央指

揮交通，有駕駛人經過險遭甲砸車，你到場後應如何處置？

依法偵訊調查犯罪  待被害人提告後立案

予以即時強制管束  通知家屬前來勸離

4 你帶班執行取締酒駕勤務時，發現男子甲駕駛休旅車為逃避檢查，不慎逆向衝向分隔島，員警即上前查

看，所幸甲男沒有受傷，因身上有酒氣，員警欲實施酒測遭甲拒絕，此時應如何處置？

逕予強制抽血檢測  聯絡其家屬前來安撫配合檢測

告知拒測之處罰後實施舉發 請示法官後，再行抽血檢測

5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甲前往管轄分局報到後，你發現甲之戶籍所在地、居所地、工作地、就學地不同時，

對於受理報到之管轄分局的權責歸屬，你應如何處理？

得依被害人同意，變更受理報到之管轄分局 得依職權或申請，變更受理報到之管轄分局

不得依職權，變更受理報到之管轄分局 不得依申請，變更受理報到之管轄分局

6 派出所執行擴大臨檢勤務，因暑氣逼人，遂有員警於勤前教育中，向所長你建議可否不必著防彈衣及不

戴防彈頭盔，以便提升執勤效率，你應如何處置？

得決定不著防彈衣，但必須戴防彈頭盔

應著防彈衣，但得決定不戴防彈頭盔

經報告分局長同意得不著防彈衣，但必須戴防彈頭盔

應著防彈衣，經報告分局長同意得不戴防彈頭盔

7 派出所接獲分局勤務指揮中心通報，該轄區有疑似家庭暴力之案件發生，所長帶同所內員警趕赴現場時，

發現夫妻大聲爭吵，該夫全身酒味且隨手拿起木棍追打其妻兒，完全不聽勸阻，認為有違反家庭暴力罪

嫌疑重大，請問此時應如何處理較為適宜？

得逕行拘提該夫 將夫妻分開即可 將妻兒帶離現場 將木棍奪下即可

105三等警察法制特考考古題庫懶人包-三等警察特考內軌考試專用-高見公職整理
專辦警察特考、警大二技、警佐、消佐、警大研究所考試(07)2233812



代號：50130 - 50530 
50730 - 51030 
51230、51330 

頁次：4－3  

8 經民眾檢舉某「養生館」從事色情按摩服務，你帶班執行該處所臨檢勤務時，依規定應如何處理？ 

發現僅違規僱用明眼人按摩，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處罰

發現僅違規僱用明眼人按摩，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處罰

發現有性交易行為，依刑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處罰

發現有性交易行為，依就業服務法處罰

9 你偵辦轄內一起命案，死者為 23 歲甲女陳屍於住處，致命傷為頸部穿刺傷，臉部多處刀痕近乎毀容，下

半身衣物遭褪去，但無遭到性侵害跡象。經你清查甲女財物損失，發現甲女身上配戴一條金項鍊遺失，

偵查發現死者前男友乙涉嫌本案，經請刑事局測謊人員協助偵查，下列測謊題目何者不宜？

你是否持刀刺殺甲女  你是否知道何人殺害甲女

你是否拿走甲女項鍊  你是否意圖性侵害甲女

10 你是偵查隊分隊長，率隊依法搜索搶匪藏匿處所，搜索過程中你發現廚房內某牆壁為中空隔板，疑似藏

有槍枝，但該搶匪堅持否認藏有槍枝，此時你應如何處理？

請木工撬開隔板，執行搜索

請示法官並經同意後，請木工撬開隔板，執行搜索

請示檢察官並經同意後，請木工撬開隔板，執行搜索

為避免被告毀損，不宜撬開隔板

11 你是派出所所長帶隊巡邏，接獲通報鄰近 KTV 有鬥毆事件，到達現場發現兩派人馬分別有 4 名及 6 名男

子，多人受到輕傷，下列處理方式何者 適當？

詢問傷者願意提出告訴後，始啟動偵查作為

雙方在現場達成和解，不提告訴，故無調查必要

無論是否提起告訴，本案可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7 條辦理移送簡易法庭 

無論是否提起告訴，現場助勢者均依刑法第 283 條聚眾鬥毆罪送辦 

12 當接獲同仁報告轄內發生 A1 類交通事故，同仁已在現場處理，你抵達現場後，下列何者是 優先的處理

作為？

督促處理同仁要審慎蒐證詳細測繪與照相 先慰問處理同仁之辛勞，給予鼓勵與肯定

對留置於現場之死者屍體是否妥為保護 先檢視事故現場警戒安全措施是否完善

13 你帶領同仁前往處理勤務指揮中心通報轄內發生的 A1 類交通事故，抵達現場後發現是肇事逃逸案件，下

列何者是 優先的處理作為？

回報勤務指揮中心，指派刑事或鑑識人員到場支援蒐證

尋找現場目擊證人，以確認肇逃車輛特徵與逃逸方向

詳細蒐集事故現場路面跡證，掌握輪跡跡證並測繪及照相

派員前往調集路口監視器畫面等跡證以掌握肇逃車輛行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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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你擔任交通分隊長，於處理移置保管之車輛時，擬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卻發現無法查明車輛所有

人，下列處置作為何者正確？

經公告 2 個月，仍無人認領者，由交通警察大隊拍賣之 

經公告 3 個月，仍無人認領者，由移置保管機關拍賣之 

經公告 2 個月，仍無人認領者，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拍賣之 

經公告 3 個月，仍無人認領者，視同廢棄物自行清除之 

15 你於尖峰時間督導交通疏導勤務，發現員警以手控號誌代替手勢指揮疏導，請問下列何者是手控號誌之

適當時機？

特種警衛對象座車通過路口時 在獨立號誌路口，當流量眾多尚未擁擠時

在連鎖號誌路口，當車速、流量均普通時 左轉車流影響行車順暢時

16 你帶班取締交通違規，發現有一車輛蛇行，經攔停查證後，發現該車輛過去曾因在道路上競駛經受吊扣

牌照之處分，對於該車輛之處置，你應下達何種指示？

當場扣留車輛 當場移置保管車輛 當場暫代保管車輛 車輛限當日駛回

17 你帶班執行交通稽查，發現甲騎機車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經攔停查證甲為 13 歲之國中生，該車為其父

親所有，也是甲之監護人，你於現場處置，下列何者適當？

僅對甲之父親舉發處罰  同時對甲與其父親舉發處罰

調查甲之父親是否允許騎機車 查扣機車後將甲放行

18 你是派出所所長，在外執行交整勤務的員警甲以無線電向你報告：「○○路口全面交通飽和，各方向車

輛均無法通行」，下列你的指示何者不恰當？

請甲優先維持該路口之淨空 請甲先指揮一方向之車輛通行

立即通報分局長，並請求支援處理 立即派員前往該路口，管制車輛勿繼續進入

19 網路動員集會遊行改變聚眾活動的樣態，各警察機關應加強集會、遊行聚眾應處能力，你正要擬定安全

維護計畫，下列何者作為 不適當？

不宜事先與集會、遊行團體接觸，避免困擾

事中妥適處置，並有效複式蒐證，依事證嚴正依法處理

對相關單位所提供情資，強化傳遞及通報，加強警力整備

對於相關單位網路媒體情蒐，納入指揮所作業

20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8 號解釋意旨，內政部於 103 年 12 月 29 日函頒「偶發性及緊急性集會遊行處理原則」

以作為修法通過前，處理與認定偶發性及緊急性集會遊行之準據；你是分局承辦人員，下列敘述何者為

正確處理？

偶發性集會遊行無需申請許可；緊急性集會遊行提出申請，立即核辦

偶發性集會遊行現地直接申請；緊急性集會遊行提出申請，立即核辦

偶發性集會遊行無需申請許可：緊急性集會遊行不待申請，立即核辦

偶發性集會遊行無需申請許可；緊急性集會遊行無須申請，立即核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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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一、某甲住在公寓二樓，喜歡花草，在陽台上種了許多盆栽植物，有一天風雨交加，某

甲並未防範，致 3 盆植栽花草被吹落一樓，正好擊中停在一樓門口某乙所有之汽車，

而該車前面擋風玻璃破碎，由於某甲與某乙向來不睦，某乙忿而向派出所警察報案，

承辦警員應否以刑案受理，理由為何？如果某乙堅持提出告訴，應以涉嫌何罪處理？

如果雙方在警局和解，承辦警員又應如何處理？若在檢察官偵查中才和解，有無撤

回告訴，檢察官處理方式有無不同？最後可撤回告訴的時點為何？（25 分）

二、甫滿 18 歲的小明為慶祝自己順利考上機車駕照，就邀了國中死黨小白、小黑等一起

去 KTV 唱歌，在小明唱得渾然忘我之際，小白說為了助興而拿出一包內含毒品甲基

安非他命成分之白色粉末及吸食器，當場施用該毒品，並免費提供小明吸食，正當 2
人一起施用該毒品時，為據報前來之警察當場查獲，另在小黑身上查獲海洛因一小

包純質淨重 15 公克，但無吸食毒品反應。試問小白及小明施用該項毒品之行為，涉

犯何種犯罪？小白免費提供該毒品給小明施用之行為，又涉犯何種犯罪？小黑被查

獲身上毒品之行為，又涉犯何種犯罪？（25 分） 

三、甲於下班後參加公司餐敘並有飲酒，已不能安全駕駛，甲仍駕駛自用小客車回家，

途中疏未注意前方乙所乘騎車，自後擦撞乙之機車，致乙倒地受傷，然甲仍繼續駕

駛未停，嗣經路人報警，始將甲攔下並帶回警局，試問承辦警員應如何蒐集相關事

證？蒐證完畢如何處理後續？有何告知事項應告知嫌疑犯？如未告知，其法律效果

如何？（25 分） 

四、某分局刑警隊接獲密報阿勇年紀輕輕，又無正當職業，最近常常開著名貴跑車在該

轄區活動，經初步查證可疑為電信詐欺集團成員，為查緝該犯罪，並揪出該等犯罪

集團，擬調取阿勇與該集團成員間通聯紀錄以利分析，試問該刑警隊應如何處理，

其程序及法律依據為何？若該刑警隊接獲密報是阿德可疑印製偽鈔，為深入調查而

有調取通聯紀錄之必要時，其程序及相關之法律規定有無不同？又若該刑警隊接獲

密報是阿賢未經政府核准發行彩票，為深入調查而欲調取通聯紀錄，是否合法及其

法律依據為何？（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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