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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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0-13710 
30110-30710 
50110-51310 
70110-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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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除役軍人轉
任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科、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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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上正進行偷竊案件審理。法官最後詢問：「老婦人！妳為何一再竊取超市的

麵包？」老婦哀戚地說：「孫子多日沒吃東西，我身上也沒有錢……。」此後一

片沈寂，旁聽席的人都在等待宣判。終於法槌敲下，庭長說：「偷竊屬實，貧窮

可憫，依法輕判拘役七日，亦可易科罰金三千。」老婦聞判，低頭不停地哭泣。

旁聽席的人都望著庭長。庭長不疾不徐，從身上掏出三千元，請法警帶老婦去

結案。從這則故事中，可看到法官既行公義，又富憐憫之心。目前社會上公義

與憐憫抉擇兩難的事情也經常發生，請以「公義與憐憫」為題，作文一篇，闡

述己見。

二、公文：（20 分） 
地球暖化日益嚴重，導致氣候多變，生態亦深受影響。據科學家研究指出，最大

禍首是碳過度排放所致。有鑑於此，院長在某次院會中指示速謀因應。試擬行政

院致環保署函，請儘速研擬具體措施，力謀改善之道，並於文到三個月函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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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選項中的成語，何者使用錯誤？

做人要懂得感恩，「睚眥必報」，這是最基本的道理

你是個好好先生，擁有好人緣，但是容易「姑息養奸」

當年一起進公司的同事紛紛被裁員，讓她不免有「物傷其類」的感嘆

現代人已經不重視「瓜瓞綿綿、五世其昌」的觀念，你就別再催小倆口了

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爾。公則胡越一家，私則肝膽楚越，此古聖人所以視天下為一家，中

國為一人也。（葉子奇《草木子‧克謹》）

上文中「肝膽楚越」的意義是：

雖近猶遠 勾心鬥角 推心置腹 恤近忽遠

酈道元〈孟門山〉：「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

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

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文中「素氣」所指為何？

黑色的煙霧 灰色的沙塵 白色的水氣 灰色的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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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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0-13710 
30110-30710 
50110-51310 
70110-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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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除役軍人轉
任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 ：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科、各類別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下列

選項何者與上引詩句的描寫最為接近？

醉莫插花花莫笑，可憐春似人將老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願意認真去看德州農場報告的人會發現，他們對王建民最主要的診斷──王建民幸運地擁

有強大的手臂，光靠手臂力量，他就能投出大聯盟等級的快速球。但這同時也就是他的致命

缺點，他不太需要下肢的協助來投球，所以也就從來沒有學會如何善加利用下肢的力量。換
句話說，他的手臂天分如果沒那麼高，或許他就不會因為下肢缺乏訓練而受傷、而沉淪了。

對我來說，教育的本質，不就是這樣的發掘、建議與協助嗎？」

上文所要強調的教育理念是：
發展個人長處，適應變化多端的環境

發掘受教者真正的長處，積極發揮自我的能力

能了解個人的優點、缺點，隨時作適當的調整
不要因為一時表現優異而沾沾自喜，稍不留神，危機就來

「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桕，河邊的紅

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拏出隨筆來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
本段文字旨在強調：

知情識趣 參觀博覽 閒情逸致 林下風致

有時主人方在用飯，而高軒賁止，便不能不效周公之「一飯三吐哺」，但是來客並無歸心，
只好等送客出門之後再補充些殘羹賸飯，有時主人已經就枕，而不能不倒屐相迎。

從文意中可看出主人：

不厭其煩 禮賢下士 勞於公務 不勝其擾
「近年，吾兒忽然問我：『爸爸，我是那裏人？』這問題，竟爾難以回答。我出生於 J 縣，在

那兒過了窮苦而快樂的童年。然後，搬到繁華得讓人窒息的 T 城，讀書、工作、娶妻、生子，

耗了三十多年，至少遷移七、八次家。如今，攜著妻兒，告別 T 城，又落籍在人們視為偏遠
的 H 縣。我是那裏人？吾兒的疑惑，能如何解答！什麼都不明確。」 
下列那一選項最能契合作者的心境？

榮辱譽非那復問，無何有處是吾鄉 地勝人高多樂事，須知洵美是吾鄉
極目雲山疑歸路，悠悠何處是吾鄉 更倩漁郎問樵徑，深山深處是吾鄉

「簡樸的生活、規律的作息、適當的運動、清淡的飲食。千百年來，這套養生哲學是最佳途

徑。不過，我忍不住想加一句：自在以當壽。人生如登山健行，不停地數算自己走了幾里路，
有何意義？登山不是為了算里程，是為了遊興；一個人入世，不是為了活幾歲，是為了驗收

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

文中作者賦予「養生」何種意義？
身體健康的持盈保泰 理解個人能力的有限 確認自我生命的價值 勇敢面對衰老的挑戰

下列對聯，何者組合正確？

洞悉古今物，暢談中外事 藏古今學術，聚天地精華
門牆多古意，安居德是鄰 擇里仁為美，家世重儒風



類科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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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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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上警察人員、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警察資訊管理人員、警察法制人員、國境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
員、消防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行政管理人員、行政警察人員、刑事鑑識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材料管理、會計、機械工
程、電力工程、土木工程、資訊處理、電子工程、一般行政、人事行政、法律廉政、勞工行政、衛生行政、社會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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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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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 C C C D C C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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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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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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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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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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中：請將下列英文翻譯成中文（10 分） 
“Viral video” is one of those buzzwords that gets thrown around a lot. A few years 
ago, a video online could be considered “viral” if it hit a million views, but today, 
only if it gets more than 5 million views in a 3–7 day period can it be considered 
“viral”. 

二、中譯英：請將下列中文翻譯成英文（15 分） 
在 13 歲到 18 歲的青少年當中，有百分之二十二左右的人在學校曾遭到霸凌，

而診斷出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可能遭到霸凌或騷擾的比例大概是兩到三倍。有些

地方正在辯論是否將校園霸凌判定為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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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院長人選之同意權屬於下列何者？ 依憲法規定，考試院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組

向司法院聲請解散違憲政黨者為立法院

，應一併公告

3 下列何種決議所需法定人數要求 低？

解釋憲法

，有關大法官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統提名，經

司法院院長、副院

待遇之規定

總統 立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2 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

憲法法庭認為聲請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

憲法法庭之判決有協同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者

被宣告解散之政黨，不得成立目的相同之代替組織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作成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 宣告法律牴觸憲法 宣告命令牴觸憲法

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

大法官由總 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長並非大法官，不納入大法官員額計算

本為法學教授之大法官，不適用法官終身職

大法官任期 4 年，得連任一次



代號：50120-50520 
50720-51020 
51220-51320 

頁次：6－2 

5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關於立法院之組織，

，

立法院院長由立法

全脫離政黨活動

7 
領土變更案 追認緊急命令  彈劾行政院院長

依司法院釋字第

使 ，即非

可能干預行政部門有

 非立法院制定特別法，否則不得委任非立法委員之人士就特定事項協助調查

9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 理？

已解散，故只 員選出

立法院應由立法院

以確定總統此種行為是否因違反誠信原則而違憲

11 

總統、副總統選舉 轄

12 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參選人，下列何

單一政黨單獨推薦

繳納保證金自我推薦方式

13 安全有關大政方針之敘

全有關大政方針

國家安全會議以國

14 
外國人不享有選舉權

選舉無效之訴以選 等行政法院

下列立法院之委員會何者屬於特種委員會？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經濟委員會 修憲委員會

6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院以院長為代表 為首長制機關

委員互選產生，必須具備立法委員身分

立法院院長應本公平中立原則，必須完

立法院院長得由監察院彈劾

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立法院之職權？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提出

8 585 號解釋，關於立法院調查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 職權受憲法保障者 立法院所得調查之事物範圍

效運作之資訊，行政首長基於行政特權有決定不予公開之權力，立法院調查

時應予適當尊重

立法院調查權包括文件調閱權、要求相關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但不得施以強制手段

即使有其必要，除

下列何者並非隸屬行政院？

國史館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央銀行

10 發布緊急命令，立法院應如何處

因立法院 能留待新任立法委 後加以處理

院長決定是否追認

立法院應於法定期限內自行集會、開議，以決定是否追認

立法院應由委員連署聲請大法官解釋，

關於總統、副總統罷免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罷免案宣告成立之日起，任何人不得有罷免或阻止罷免之宣傳活動

、罷免訴訟，專屬中央政府所在地之高等行政法院管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 4 年內不得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對於總統、副總統罷免案之提出，依法應予以被罷免人得提出答辯書之機會

年滿 40 歲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擬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申請

種方式不屬之？

方式 二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方式

選民連署方式

關於國家安全會議以及國家 述，下列何者錯誤？

國家安全會議為總統決定國家安 之諮詢機關

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為會議主席

國家安全會議所作成之決議，僅作為總統決策之參考

總統得指定有關人員列席國家安全會議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現役軍人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舉委員會為被告 選舉無效之訴終審法院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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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依法被選

0 歲 23 歲 30 歲 40 歲 
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

損害賠償責任，

過失者不在此

17 下 任命，非屬行政院院長得獨立決定之人事權範圍？

內政部部長

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

院長 
按憲法第 9 條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下列何者為大法官對軍事審判之主張？ 

對於軍人 之審判權

軍事審判之建制，

機關宣告無期徒刑以上之案件，否則不得向普通法院請求救濟

20 

21 性及人格之自由發展，係基於下列何種理念，而應受憲法保障？

人性尊嚴 理性平等

22 ，司法院大 反平等原則？

祭祀公業條例施行

表席次之分配，設有百分之五之門檻

須扶養親屬 年滿 60 歲者 稅額 
稅法規定，未成立

23 ？

權力分立原則

24 
公民投票複決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

稅之稅目及稅率應以法律規定

之有無及

不得對納稅義務人

減免應以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

教育 政風 建築管理

中華民國國民，原則上於年滿幾歲時， 舉之權？

2
16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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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償責任

國家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 5 年

者亦同

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以回復原狀為原則，例外以金錢賠償之

列何人之

中央銀行總裁 審計長 經濟部部長 
18 委員會委員，係由何人任命？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 總統 總統府秘書長

19 
軍事審判機關 之犯罪應有專屬

憲法未設明文規定，得以法律定之

軍人除非經終審軍事審判

軍事審判不須有審判獨立之保障

下列何種權利，應受憲法絕對之保障？

居住自由 財產自由 內在信仰自由 政治言論自由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個人之主體

倫理道德 幸福追求

下列何種情形 法官認為違

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以規約約定女子不得為派下員

立法委員選舉政黨比例代

稅法規定， 未滿 20 歲或 始得減除免

婚姻關係之異性伴侶間之相互贈與不得免徵贈與稅

依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下列何者非屬憲法修正時不得變更之基本原則

福利國原則 民主共和國原則 國民主權原則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規定，憲法之修改應依據下列何種程序？ 
監察院提案 總統提案 立法院複決 

25 釋所揭示之見解，下列何者非屬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適用之事項？ 
納

課稅原因事實 有關證據之證明力

以行政命令增加稅法所無之義務

租稅之優惠及 法律規定

26 ，下列何種主管或首長，應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命？

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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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市烏來區 臺南市政府

28 法院設置大法官幾人？

9 人 
29 法第 2 條所規定之核定，其性質為何？ 

 上級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之事後監督機制

為一種觀念通知

府機關對下級政府機 項，進行實 定

為下級機關依法完

30 
銀行 租稅

31 
地方自治 聯邦制度 鞏固國權

32 

法律保留原則不僅

法兩權之權限分配，不受法律保留原則之規

給付行政如涉及公 用

33 建立在憲法兩個原 自決原則，

民主政治原則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34 定以有無色盲決定能否取得入學資格，下列何者與

該簡章規定與促進

例原

下列何種規定，因違

發生、施行後仍存在之污染狀況負整治義務

測時吊銷其駕駛執照、禁止其 3 年內考領駕駛執照，

而與人姦、宿者 3 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 3 萬元以下之罰鍰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 眷舍居住

隱私權 平等權

37 誤

 聽錄音，已逾越必要程度而侵害被告訴訟權

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

序必要，於律師接見受羈押被告時，予以監看而不與聞，尚未侵害訴訟權

下列何者為地方自治團體？

臺灣省 臺北市中正區 新北

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之規定，司

11 人 13 人 15 人 
地方制度

為

為上級政 關所陳報事 質審查之決

成法定效力後，陳報上級機關知悉

依據憲法規定，下列何者並非縣自治事項之範圍？

郵政 公營事業 
我國憲法「前言」中明文提及下列何者？

權力分立 
有關法律保留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法律保留原則為現代法治國原則之具體表現

規範國家與人民之關係

行政與立 範

共利益等重大事項，仍應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

集會自由權是 則上，一為 另一為何？

行政權優位原則 國家監督原則

中央警察大學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簡章中，規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無關？

該簡章規定與憲法第 7 條保障之平等權並無牴觸 
該簡章規定之目的係為達成重要公共利益

公益有實質關聯性

該簡章規定違反比 則

35 反比例原則而遭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使污染行為人就該法施行前

藥師法規定藥師執業處所應以一處為限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於汽車駕駛人拒絕酒

並吊銷其所持有各級車類駕駛執照

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意圖得利

36 例第 22 條規定，針對不同意眷村改建之眷戶，主管機關得逕行註銷其

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收回房地，司法院釋字第 727 號解釋認為未違背人民下列何項權利？ 
工作權 居住遷徙自由

依司法院釋字第 654 號解釋，關於律師接見受羈押被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 ？ 
律師接見受羈押被告時，監所一律予以監

刑事被告與律師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才能獲得確實有效之防禦權

接見時，監所得予以監聽，所得之資訊並得作為審判上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

實之證據

監所為維持押所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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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聯誼會 參加國家考試 加入政黨之勞工代表  組織工會

39 
秘密審判請求權

40 
何 ？

41 The name polygraph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machine records several different body ____ 
simultaneously a

38 ，下列何者受勞動權之保障？

組織

下列何者屬於訴訟權保障之內涵？

聽審請求權 證據自由順序原則 三級三審級制度  
教育部依法發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作為編寫教科用書之標準，此不涉及憲法所保障之下列

種自由權利

思想自由 教學自由 受國民教育之權利 人身自由

s the individual is questioned. 
responses impulses positions organs 

42 eed to captur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to     The police will n  crime trends. 
mention monitor mobilize medicate 

43      is the act of a person who,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follows, pursues or harasses another person, 
causing the victim to feel endangered or distressed. 

All of the follow
Stalking Striking Stealing Spelling 

44 ing are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 except . 
headaches nightmares anxiety euphoria 

45 The use of science to answer legal questions is known as . 
toxicology 

46 
criminology forensics symbiosis 

is the conditi habitually us drug having of self-contron of ing a narcotic lost the power ol with respect 
to it. 

ng 
ependence  

Addiction Psychological screeni
Physical d Tolerance

47 s Michigan are going to be stepping Police agencies acros drunk driving enforcement in the coming 
months. 
of for to up 

48  agencies that generally operate undercover have played an increa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combating      ,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1. 
tournament 

 especially since
tourism terrorism territorialism 

49 Many of the Pacific Ocean’s island nations with only a few thousand citizens and no major industries are 
limited in preventing their economies fro  staging grounds for m becoming  crime syndicates. 
transcultural  institutionaintercultural l transnational 
A person can w

on, and property. Such a search is known as      
50 aive constitutionally provided protection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and 

allow an officer to search home, pers . 
sent search in view search 

stop and frisk 
con pla

search incident to an arrest 
51 Policing is most often performed by the public  forces that patrol public spaces, often in marked 

cars, and whose members wear a uniform. 
congressiona constabu constitutio continental l lary nal 
Methods to prev52 ent workplace harassment include all but .  

policy development  negative discipline  training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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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 至第 57

take all personal cri

文回答第 53 題 題： 

We mes very seriously and will record and investigate this   53   even if you do not want to 

give your details. However, you must know that the investigation and ability to   54   the suspect(s) is severely 

limite not contact you. You may specif ted a  if contacting you would 

cause ies. We ill not pass on your detai uld ask you to consider 

g your details   55 

d if the police can y how you are contac nd

 you any difficult w ls without your consent and wo

givin  . Once submitted, our Contact Handlers will review the form’s contents within 24 

hours,   56   the risk and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Please be assured that we will   57   contact you if you have 

n 

53 

54  roject produce protect prosecute 

identially conversely consistently 

department established, localism began a long decline. The residency 

irement was never str ward in 

ch they worked. After ber of local residents dropped

 half. Regardless of e mass transit 

was limited and expensive.

What would be the m

At the Heart of the Insistence olitical Necessity

rs The Patrolman’s Own Neighborhood 

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3/4  

give o so. us permission to d

defense detention offence offer 

p

55 contently conf

56 assess allow appoint approach 

57 simply only naturally barely 

請依下文回答第 58 題至第 60 題： 

When the 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 (NYPD) was established in 1845, Mayor Isaac Varian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the city’s peace officers would be “but a part of the citizens” rather than outsiders. To that end, each ward had 

its own police station, while policemen were required to live in the precinct. Local control was a political 

necessity of the time, but with the 

requ ictly enforced, but at first, two-thirds to three-fourths of the police lived in the 

whi the requirement was abolished in 1857, the num  to less 

than the rules,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dictated living near the workplace sinc

 

58 ost appropriate title for the passage？ 

 The P  

New York City’s Peace Office

5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NYPD was established more than 170 years ago. 

Local control was a political necessity in the middle of 19th century. 

Since the residency requirement was enforced, two-thirds to three-fourths of the police lived in the ward 

in which they worked. 

The cost of transportation wa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police would like to live near their workplace. 

6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most likely percentage of the NYPD officers living in the precinct 

they worked in the secon

1/4 3/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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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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行政罰法上之「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並請說明所謂「一行為」之意義內涵。

又主管機關查獲業者於民國 104 年 3 月 15 日至 5 月 20 日間，就同一產品在多個有

線電視頻道上違法刊播藥物廣告共 82 次，其行為究屬一行為或數行為，應如何

裁處？請說明之。（25 分） 

二、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政

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

為處分。但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何謂訴

願法上「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晚近實務上有何重要見解？請詳述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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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警員同一違法行為，若依法可以處以罰鍰、刑罰，受懲處、懲戒或民事制裁，則施予甲下列何種制裁

後，不得再對甲課處罰鍰？

民事制裁 刑罰 懲處 懲戒

2 依行政罰法之規定，不予處罰之行為，不包括下列何者？ 

未滿 14 歲人之行為  出於緊急避難之行為  

因不知法規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3 若 A 市政府文化局（下稱文化局）請求 B 市政府警察局（下稱警察局）提供一份後者所持有之文件，而

遭拒絕，文化局認為警察局之拒絕無正當理由，而有異議時，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應如何解決？

由文化局與警察局協議定之 由 A 市政府與 B 市政府協議定之 

由 B 市政府決定之   由內政部決定之 

4 承上題，此種文化局請求警察局提供其所持有文件之情事，稱之為： 

委任 委託 委辦 職務協助

高見公職•警察考試權威補習班整理 
07-2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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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下列何種行政行為原則上須以書面為之？

行政契約 行政處分 行政指導 一般處分

6 下列何種行政行為並不會發生拘束效力？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行政規則 行政指導

7 甲某日收到裁決書，上面記載：「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6 條第 1 款規定，處新臺幣三百元至

六百元罰鍰。」則此處分違反：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必要衡量原則

8 下列何者非公法人？

農田水利會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海峽交流基金會 新北市烏來區

9 行政執行機關應終止執行之情形，不包括下列何者？

義務之履行經證明為不可能

義務人就義務之履行已提供相當擔保

行政處分經撤銷或變更確定

義務已全部履行或執行完畢

10 下列有關期間之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其消滅時效期間為 2 年 

訴願期間為 1 個月

行政罰裁處期間為 5 年 

行政執行期間為 3 年 

11 下列有關撤銷訴訟之敘述，何者錯誤？ 

針對撤銷訴訟不得提起反訴

得以撤銷訴訟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撤銷訴訟有起訴期間之限制

撤銷訴訟之暫時權利保護程序為聲請停止執行

12 得提起訴願者，為下列何種情況？ 

公務人員對於人事主管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不服

會計師對於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所為之懲戒處分不服

教師對於大學駁回其升等申請之決定不服

人民對於行政機關拒絕損害賠償之決定不服

高見公職•警察考試權威補習班整理 07-2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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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列何種行政訴訟有補充性原則之適用？ 

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

一般給付訴訟  課予義務訴訟

14 下列何者並非行政罰法所規定之「裁罰性不利處分」？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違規行人課處之罰鍰

依據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對電子遊戲場業者所為停止營業處分

依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對納稅義務人財產所為不得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之處分 

依據臺北市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室管理自治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之停業處分 

15 下列有關「罰鍰」與「怠金」之敘述，何者正確？ 

「怠金」原則上不受到一事不二罰原則之拘束

「罰鍰」應當法有明文方得課處，「怠金」不必

「罰鍰」之課處應當履行事先告誡之程序，「怠金」不必

「罰鍰」乃以金錢課處作為處罰之實質內容，「怠金」則與金錢無涉

16 下列案例中，何者可能違反「一事不二罰」之原則？ 

汽車駕駛人將汽車停放在公共道路旁「限停 1 小時」之限時停車格達 12 小時，遭交通警察告發 6 次，

並開立 6 張罰單 

營業人銷售應納加值型營業稅商品，漏開發票，遭稅捐稽徵機關課處「漏稅罰」以及「行為罰」

電動玩具業者違法深夜營業，遭課處罰鍰及斷水斷電

酒後駕車超標，經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獲得緩起訴處分。嗣後又遭行政機關就該酒駕行為課處罰鍰

17 關於行政程序法所規定之行政處分附款，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凡是行政處分均可以添加附款

行政程序法所明文規定行政處分之附款，包括條件、期限、負擔、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保留負擔

之事後附加或變更

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得將該附款添加於無裁量權之行政處分

裁量處分可以添加附款

18 私法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應受處罰者，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如對該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

未盡其防止義務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如何處斷？

減免其處罰  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

免予處罰  應當追繳該期間之薪資所得

19 下列何種措施不在行政執行法所明文、直接規定之即時強制方法之中？ 

徵用公共道路行駛中之車輛 對人實施管束

對物加以扣留、使用及限制其使用 對住宅建築物之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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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依司法院之解釋，有關都市計畫之性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所有都市計畫之變更，均屬法規命令之變更

都市計畫之變更，如直接限制一定區域人民之權利者，則其性質即屬公法上之觀念通知

個案性的都市計畫變更，只要有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特定人或可得確定多數人之權益或增加其負擔者，

均得以提起行政爭訟

都市計畫變更係行政契約之履約行為

21 依司法院解釋及司法實務相關見解，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契約？ 

海關管理貨櫃契約

國防部採購中心締結文具共同供應契約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公費生服務合約

22 當事人對於行政處分不服提起行政救濟，對於原處分行政執行力之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則上自動停止執行，例外得由原處分機關向法院聲請繼續執行

原則上自動停止執行，例外因涉及公益，得由原處分機關自動續行執行

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例外因涉及重大違法，得由行政院以命令停止執行

原則上不停止執行，例外於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由當事人聲請或

由法院依職權裁定停止執行

23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 6 條第 1 項明文規定，下列何種情形尚不得請求其他行政機關協助行政執行？ 

由原處分機關執行所需勞費過鉅者 須在管轄區域外執行者

執行時有遭遇抗拒之虞者 執行目的有難於實現之虞者

24 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下列何人不在禁止對其實施管收之列？ 

因管收導致家庭生計難以維持者

懷胎 5 月以上者

現罹疾病，恐因管收無法醫治者

現任公務員，因遭管收恐其職務無法正常執行者

25 提起訴願期間，依據訴願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原則上係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

為之。倘若為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則提起訴願之期間自何時起算？

行政處分送達於利害關係人時 行政處分作成後滿 30 日時 

利害關係人知悉時  行政處分作成後滿 2 個月時 

高見公職•警察考試權威補習班整理 07-2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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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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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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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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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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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法制作業之目的在於依法行政，試論我國依法行政之意義與內涵並舉大法官相

關解釋說明之。（25 分） 

二、行政機關訂定警察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之程序為何？（25 分） 

三、依據現行有效之憲法規定，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提出之何種決議，若認為窒礙難行，

得請立法院覆議？覆議之程序為何？覆議結果對於行政院之拘束力為何？立法院得

行使之覆議與復議有何不同？（25 分） 

四、甲直轄市內公寓大廈眾多，若干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維護社區安全與便利，敦聘

保全業務公司協助管理，各保全業務公司於各社區得使用之保全或通訊裝備並不相

同，其使用是否符合警械使用條例亦有疑義。甲直轄市為有效輔導保全業務之健全

發展，決定以保全業法與其施行細則為依據，制定自治法規予以規範。試問：依據

我國地方制度法之規定，地方自治法規有那些類型？（10 分）甲直轄市可能得制定

何種類型之自治法規且訂定程序為何？（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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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40-50540 
50740-50840 
51040 
51240-51340

全一張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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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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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獲報 A 所駕駛的車輛肇事逃逸，員警甲即騎乘警車超前並停放於 A 的車輛正前方，A 往左
閃避拒絕攔檢，並衝撞甲致其受傷，員警乙見狀追至下一個路口攔查時，又遭衝撞受傷；員警丙
再度接獲通報，獲令查扣上開人車，丙看到 A 因會車暫停，隨即下車持槍快跑至該車右方，拍
打車輛並喝令下車，A 反而突然將車輛朝丙站立之位置衝撞，因現場騎樓高出平面約 15 公分，
丙往後跳開閃避時開槍，過程中因地面不平，重心無法平衡，且車窗處貼上隔熱紙、車內未開燈，
致擊中乘坐於副駕駛座的 B，B 因而受重傷。試問：
警械使用條例歸類在行政法領域中，請說明警察為何針對刑事追訴之犯罪行為，亦可使用

警槍？（10 分） 
本案警察使用槍械是否合法？又警察用槍之法律性質為行政處分或行政事實行為？試論述之。（15 分） 

二、行政執行法第 4 章即時強制，與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3 章即時強制，兩者之間的關係為何？並闡述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0 條第 2 項：「警察對人民實施查證身分或其他詢問，不得依管束之規定，
令其供述。」宜如何解讀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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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718 號解釋文，集會遊行法規定，室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
遊行部分，係違反下列何種憲法原則？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2 下列何者不屬於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 條所稱之警察職權？ 
進入住宅 物之扣留 查證身分 警械使用

3 下列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相關法令規定，何者之位階最高？
內政部警政署強化警勤區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實施計畫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規定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5 條 

4 下列何者係由行政院單獨訂定？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
法院辦理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拘留所設置管理辦法
地方法院與警察機關處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聯繫辦法

5 警察機關處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書表格式，由下列何者訂之？ 
各警察機關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 行政院

6 依據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沒入物品之處理，依行政罰法之規定
警察機關處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有關文書送達之程序，準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查獲行為人逃逸而遺留現場之物，均應予以沒入，並移作公用
聲請易以拘留案件，被處罰人欲完納罰鍰者，應予准許

7 下列何者不屬於社會秩序維護法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 
拘留所設置基準 沒入物品處分規則
拘留所設置管理辦法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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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40-50540 
50740-50840 
51040 
51240-51340

全一張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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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經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執行者，其執行筆錄應記載之事項，準用下列何者之有關規定？
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 強制執行法

9 依行政執行法第 25 條之規定，因強制執行所支出之必要費用，由下列何者負擔之？ 
行政執行署 法務部 義務人 內政部

10 依據警察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之規定，協助偵查犯罪與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依刑事訴訟法及下列那一法律之規定行之？ 
警察法 警察勤務條例 警察職權行使法 調度司法警察條例

11 「各級警察機關學校武器彈藥統籌調配辦法」係由下列那一法律所授權訂定？
警察法 警械使用條例 警察職權行使法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12 下列何者不適用或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
公立學校之工友
行政法人有給專任人員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兼任行政職務之研究人員
公立學校依法任用之職員

13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有關警察資訊作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於其行使職權之目的範圍內，不得依其他機關之請求，傳遞與個人有關之資料
警察對於依本法規定所蒐集資料之利用，應於法令職掌之必要範圍內為之，並須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
警察依法取得之資料對警察之完成任務不再有幫助者，可再提供相關機關運用
應註銷或銷毀之資料，得傳遞並可基於公益為不利於被蒐集對象之利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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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對於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實施下
列何項措施？
逮捕並移送法院 查證其身分 搜索或扣押物品 測謊

15 依據集會遊行法規定，室外集會、遊行不予許可之通知書，應載明理由及下列何事項？ 
申請程序之費用 不服之救濟程序 審查人之姓名 法律諮詢處所

16 依據集會遊行法規定，有關申請室外集會遊行之許可，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由負責人填具申請書，於 6 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申請之許可或不許可，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請書之日起 3 日內以書面通知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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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 6 日前申請之限制 
主管機關未在規定期限內通知負責人者，視為不許可

17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疏導群眾之情形者，得使用下列何項警械指揮？
警棍 警刀 警槍 信號彈

18 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例使用警械之行為，係屬下列何項性質之行為？
緊急避難之行為 正當防衛之行為 依法令之行為 超阻卻違法事由之行為

19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因地制宜，制定下列何項法規，規劃得從事性交易之區域及其管理？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20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處罰之執行，由下列何者為之？
法院強制執行處 行政執行分署 警察機關 縣（市）政府

21 對於現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人，警察人員得即時制止其行為，並得為下列何項措施？
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 逕行通知到場 逕送地方法院簡易庭 舉辦聽證會

22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罰鍰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罰鍰應於裁處確定之翌日起 15 日內完納 
被處罰人依其經濟狀況不能即時完納者，得准許其於 4 個月內分期完納 
罰鍰逾期不完納者，警察機關得聲請法院管收
在罰鍰應完納期內，被處罰人得請求易以拘留

23 依據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係屬於間接強制之方法？ 
扣留不動產 註銷證照 怠金 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

24 「偶發性及緊急性集會遊行處理原則」之法律性質為何？ 
行政計畫 行政規則 法規命令 行政指導

25 依據警察法規定，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應依下列何者規劃之？ 
由立法院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之 由各該地區地方議會各自規劃之
由中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之 由縣（市）長召開協調會按各該地區情形規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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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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派出所所長，依分局規劃地點帶班執行路檢勤務時，發現一部自小客車左右搖

晃，看見駕駛人疑似使用手機通話，經員警攔停之後：

    你應指揮員警執行那些措施？（10 分） 
    若該駕駛不願下車並將車門上鎖拒絕受檢，將如何處置？（10 分） 

二、甲乙返家欲於門前路旁停車，因車流頗大，甲下車指揮乙倒車，乙停妥後發現甲被

撞倒於車後底盤下方，甲經送醫急救不治，乙報警處理，你是交通分隊長前往處理。 
    該事故是否為道路交通事故？理由為何？（10 分） 
    本事故現場調查蒐證程序與刑事案件處理有無差別？理由為何？（10 分） 

三、為防制飆車活動，警察局訂有「便衣偵防車錄影（照相）之隱性勤務」，可於非假

日執行，以便查抄飆車族車牌建立資料。你是交通分隊長，帶領著警員、替代役男，

三人著便衣執行定點守望勤務，將偵防車停於郊外路邊；晚上 9 時許，替代役男拿

著相機朝經過之機車以閃光燈拍照，約 15 分鐘後，有一機車駕駛人甲帶領著 5 輛

機車共 10 名年輕人，手拿棍棒來勢洶洶的到達執勤現場。此時，你會採取何種處

置？（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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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擔任值班勤務時，受理某女遭手機簡訊方式之性騷擾報案，下列何者為正確處置方式？ 

製作詢問紀錄時，不採用調查筆錄格式

本案適用「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辦理

製作詢問紀錄（筆錄）時，申訴人真實姓名須使用代碼

依規定將調查結果函知該女戶籍地之警察機關



代號：50130-50530
50730-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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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是偵查隊分隊長，深夜於執行肅竊專案勤務時，經埋伏逮捕竊盜現行犯甲，後續你得採取之措施，下列何者正確？ 
應於逮捕之時起 16 小時內，將甲解送檢察官訊問 
被害人若表示不願追究時，得於製作訊問筆錄後將甲釋放

得視需要，對甲加戴有警徽標誌之安全帽

應告知甲得拒絕陳述其人別資料

3 甲駕駛 35 公噸半聯結車載運鋼筋行駛在路上，發現前方有警察設站攔檢，乃將車暫停於路旁伺機而動，

你帶班巡邏經過該車加以稽查，甲出示鋼筋出貨單記載重量 40 公噸，對於超載行為何種處置最適當？ 
半聯結車無行駛行為不能舉發 依法舉發半聯結車違規超載

以規避攔檢拒絕稽查為由舉發 帶回隊部調查超載屬實後再舉發

4 你帶領員警甲執行巡邏勤務時，接獲通報轄區捷運出口處攤販聚集，你們到達現場處理時，攤販皆拒絕

出示證件並大吵大鬧，引起路人圍觀，場面難以控制，下列何項處置最不適當？

嚴守分際，不隨之起舞  立即請求支援，以優勢警力執法

使用警械，嚴正執法  適時運用各項器材蒐證

5 你接獲線報稱在某旅館房間內有人在施用毒品，經你查證可能性甚高，並聲請搜索票獲准，乃攜搜索票

赴該旅館搜索，該房間有傳出交談聲但房門深鎖，為打開該房門並有效完成搜索，下列何項處置最適當？

表明警察身分，說明來意，請其開門後，出示搜索票並實施搜索

會同旅館服務員，並由服務員請其開門後，出示搜索票並實施搜索

破門而入後，出示搜索栗並實施搜索

在門外守候，等待其外出後再入內實施搜索

6 你是派出所所長，對員警處理護送有傷害自己之虞的精神病患時，下列何項處置程序不適當？ 
同時通知衛生、消防單位派員前往協助處理

通知消防或衛生單位提供救護車護送就醫

轉介衛生、消防單位人員直接護送醫療機構就醫

查明精神病患身分

7 派出所在取締妨害風化（俗）案件時，對獲准居留外籍配偶於營業場所內單純從事坐檯陪酒，並收取坐

檯費用者，若刑法或社會秩序維護法尚無處罰之規定，則該派出所應作何種程序之處理？

將該等外籍配偶請回，無須處理 具保後，將該等外籍配偶飭回

函請內政部移民署依權責處理 函請內政部警政署依權責處理

8 你是警察分局負責正俗業務巡官，某日至轄區內某汽車旅館臨檢稽查時，查獲私娼甲與嫖客乙姦宿於房

間內，經詢乙已交付甲新臺幣 5,000 元，本案之交易金額 5,000 元應如何處理？ 
宣告沒收 宣告沒入 發還給甲 發還給乙

9 你與警員甲擔服 20 時至 22 時巡邏勤務，發現停於路旁可疑之自用小客車，懸掛疑似失竊車牌，然因該

車貼有深黑色隔熱紙，當在進行查證時，該車發現警車時立即發動並加速駛離，甲見狀立即尾隨在後，

並通報分局勤務指揮中心支援，下列有關處理程序何者錯誤？

以麥克風告知該車靠路邊受檢

通報勤務指揮中心該車車號、車種廠牌、顏色等

實施攔截圍捕時對空鳴槍喝令停車

支援人員應善用號誌引導該車至車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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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你是分局偵查隊偵查員，接獲熟識的民眾電話報案，轄內某珠寶店剛發生搶案，搶匪疑似有兩人，均手

持槍枝，並已駕車逃逸，請你趕過去，此時你的優先處置為何？

盡速前往案發地點，以了解真實情況

立即通報勤務指揮中心，進行攔截圍捕

向該民眾盡量問清楚案件細節與案發地點，再前往現場處理

立即趕至現場以緝捕現行犯

11 當接獲勤務指揮中心通報轄內發生 A2 類交通事故，你帶領同仁抵達現場，發現傷者坐在路中央，所幸傷

勢不重，下列何者為最適當的處理作為？

先檢視傷者，並將其迅速移動至路邊安全之處所等待送醫

先進行事故現場之警戒安全措施後，再視傷者情況並做適當之通報

先進行傷者之現場定位後，再將傷者移動至路邊安全處所等待救護送醫

先進行事故現場之警戒措施，接著照相定位後，再移動傷者至路邊等待就醫

12 婦人甲委託徵信社蒐集其夫婚外情證據，某日凌晨 l 時許，甲與徵信社人員順利尾隨及拍攝到其夫與另一

女子牽手進入該女之住處，甲除要徵信社人員密靜地守住前後門，並立即到該轄區派出所報案。你是派

出所所長，該如何處理？

關懷安撫甲情緒，通知渠長輩到場協助，勸和為主，不宜積極介入家庭糾紛，以備案處理

因有時間急迫性，渠口頭報案即可逕行派員會同前往，待查獲妨害婚姻事實，視甲是否提出告訴，始

製作筆錄

先確定婚姻存續關係及告訴意願，填寫切結書後，派員隨同甲前往現場

受理報案並開立報案三聯單，第 1 聯交甲收執後，第 2 聯通報分局勤務指揮中心，請求派遣警力會同

甲前往處理

13 你前往處理甲、乙二車之 A2 類交通事故，抵達現場時，發現甲車駕駛已先行離開，甲車乘客 1 名留在現

場，乙車駕駛陳述甲有酒駕之情形，下列處置，何者最優先？

立即對甲車乘客實施酒精濃度檢測

依法對乙實施酒測，並設法聯絡甲回到現場實施酒測

勘查甲車內是否有酒味，以確認乙陳述之真實性

詢問甲車乘客，以確認甲是否有酒駕之情形

14 你帶班執行巡邏勤務，接獲勤務指揮中心通報，有機車騎士甲逆向行駛影響用路人行車安全，你抵達現

場攔停甲，發現疑似身上有酒氣，下列何種是錯誤的作法？

要求甲出示駕照、行照，並舉發其逆向行駛之違規行為

查證該車輛是否為失竊車輛

避免執勤時發生危害，逕行對甲搜索

要求甲出示駕照、行照並實施酒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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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50130-50530
50730-51030
51230-51330

頁次： 4－4
15 你偵辦一起工作職場性侵案件，甲女稱乙男在 2 個月前對她性侵，並提出乙男事後道歉及賠償的簡訊作

為憑證，檢視簡訊內容未與性侵有關，而通知乙男到案說明，其矢口否認性侵，表示道歉及賠償係工作

上的糾紛，另指曾拒絕甲女告白，其懷恨在心所以誣告他。因案件相隔已久，遂請測謊專家協助，經測

謊結果，乙男對性侵甲女的問題上有不實反應。你如何解讀此測謊結果？

不實反應表示乙男做人不實在，與本案無關連

測謊之科學性薄弱，難以從此不實反應證實乙男涉案

表示乙男對相關案情未完全說實話，仍需其他證據以連結犯罪行為

不實反應顯示有說謊，可直接與犯罪行為進行連結

16 你帶班執行巡邏勤務，接獲勤務指揮中心通報，有群青少年騎機車在道路上飆車，且持球棒亂揮，你率

員攔停該群青少年後，下列何者是最優先的處理作為？

依規定舉發其飆車違規行為

立即有效制止暴力，並衡量警力人數俟機逮捕

如為未滿 14 歲者，立即通知家長帶回 

如為未滿 18 歲者，得公布其法定代理人姓名 

17 民眾報案指稱有一自用小客車長期停於路邊停車格內未移動，你前往處理發現該車車體髒污、鏽蝕、破

損，外觀上明顯失去原效用，並以電腦查詢車號，確認該車不是失竊、協尋車輛，你應採取下列何種處

置？

認定該車為違規停車，於擋風玻璃雨刷處夾放逾時違規停車通知書

認定該車為廢棄車輛，於車體明顯處張貼清理通知書

認定該車為廢棄車輛，逕行通知環境保護局辦理移置作業

認定該車為道路障礙，通知拖吊車協助拖吊移置

18 你帶班執行巡邏勤務，發現一裝載散裝貨物（非定量包裝貨物）之大貨車疑似超載，經攔停檢查後，查

該駕駛人未隨車攜帶出貨磅單，其出貨公司在 1 公里路程內，且 1 公里路程內有地磅處所。為確認並舉

證該大貨車有無超載之情節，下列何種處置最適當？

請駕駛人自陳裝載重量，並加以記錄

陪同駕駛人至出貨公司，拿取出貨磅單作為證據

令駕駛人駕車前往該地磅處所，強制過磅取得證據

丈量貨物之體積，調查貨物之密度，據以核算貨物之重量

19 你帶班執行勤務，發現一輛計程車在禁止臨時停車路段違規停車載客，乃攔停該違規車輛以查驗證照，

該計程車駕駛人有下列何種行為，你得以認定其不服稽查取締？

拒絕出示駕照、行照  拒絕於舉發單上簽名

拒絕收受舉發單  違反禁止臨時停車規定

20 你身為聚眾活動安全維護分區指揮官，授命執行驅離任務時，下列何者錯誤？ 

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維安目的之達成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維安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採取驅離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維安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執行驅離時，為達成維安目的可採取最便利之手段，且可超越必要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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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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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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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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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鑑識人員、國境警察人員、警察法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

單選題數：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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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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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B C C B C B

D B C C B B C A D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備　　註： 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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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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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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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查法學與刑事司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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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國民小學之學童甲於民國 106 年 3 月 1 日上午 11 時 30 分許，至學校附近乙開設

之文具店，趁乙不注意之際，竊取收銀機裡面之現金新臺幣 100 元，正欲離開時被

乙發覺。由於甲曾多次至乙之文具店行竊，乙決定不再原諒甲，乃將甲扭送附近之

警察分局，承辦員警查明甲係民國 95 年 1 月 1 日出生。如果你是承辦員警試問應如

何處理？（25 分）

二、丙、丁二人為兄弟，均已成年，惟整日遊手好閒不務正業，丙更沉迷於賭博，因向

地下錢莊借錢未還，地下錢莊逼債甚急，為清償欠款，乃於 106 年 1 月 5 日上午 10
時許，夥同丁返回家中私自拿取其父戊之金融卡（密碼書寫其上）由自動付款設備

盜領新臺幣 20 萬元後，復將該金融卡放回原處。試問：丙、丁二人應構成何罪？戊

知悉上情後，至轄區地方法院檢察署按鈴申告，惟堅持僅對丙一人提出告訴。本案

丙、丁二人之罪證明確，試問承辦檢察官應如何處理？（25 分）

三、某 A 意圖營利，而於 105 年 12 月 25 日，向某 B 販入毒品海洛因 1 公斤俟機出售，

惟尚未賣出即為警於同年 12 月 31 日查獲，試依目前實務上之見解，說明某 A 應構

成何罪？（25 分） 

四、少年法院依調查之結果，認少年觸犯刑罰法律，在何種情形下，「應」以裁定移送於

有管轄權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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