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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有關憲法中「領土」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有關領土之規定，並未採取明確列舉的方式 
大法官解釋認為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不受司法審查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得提出領土變更案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領土變更案之通過應經公民複決 

2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對於原住民族地位之特別規定，下列何者並非其內容？ 
保障原住民族之政治參與 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 
維護傳統家庭制度  扶助社會福利事業 

3 依憲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用事業以公營為原則  金融機構以公營為原則 
有獨占性之企業以公營為原則 對外貿易應受國家之獎勵、指導與保護 

4 憲法基本國策章中關於國防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文官  軍政與軍令一元化 
國防組織以法律定之  軍隊國家化 

5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之保障內容？ 
法律保留 正當法律程序 提審制度 人民不受軍事審判 

6 依司法院釋字第 702 號解釋意旨，當時有效之教師法第 14 條以「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

實」為要件，作為停聘解聘或不續聘教師之依據，且在法律效果上，一律終身禁止再任教職之規定，違

反憲法所要求之那一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授權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 

7 「為達公益之目的，在可採取之措施有兩個以上選擇可能性時，應選擇對人民基本權侵害最小者。」此

為何種原則？ 
適當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 衡平性原則 重要性原則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規定何者與憲法平等原則無違？ 
中央警察大學招生簡章以有無色盲作為入學資格之標準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意圖得利與人姦宿者處罰鍰 
民法親屬編未容許相同性別二人結婚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禁止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之規定 

9 下列何者非屬「象徵性」言論？ 
在行政院前焚燒國旗 於立法院前靜坐 向政府首長丟雞蛋 在商品包裝標示其成分 

10 下列何者並非大法官解釋曾明白提及之特別權力關係對象？ 
公務員 受羈押被告 軍人 受收容之外國人 

11 依司法院釋字第 747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財產權旨在保障個人財產之存續狀態 
國家如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民得請求合理補償 
土地之地下遭公路穿越，尚未達於不能為相當使用之程度者，土地所有權人不得請求徵收地上權 
國家徵收地上權，人民亦得請求合理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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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憲法規定之平等投票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每位選民應有相同投票數 每一選票應有相同價值 
每位國民均應為選民  每一選民均應依法定程序投票 

1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現行制度之意旨，有關立法委員之選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政黨比例代表制及政黨門檻規定，其目的在避免小黨林立，影響國會議事運作之效率 
選舉方法不得變動選舉權、平等權之核心內涵 
百分之五之政黨門檻規定，違反平等原則 
立委選舉採取政黨比例代表制與區域代表相輔之混合設計，並未牴觸國民主權原則 

14 關於總統之憲法上刑事豁免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職期間得暫時免於他人刑事案件為證人之義務 
檢察官不得於總統在職期間對之為刑事偵查及證據保全 
在職期間得暫時免除作為被告受刑事之起訴與審判 
在職期間得免於司法搜索 

15 關於總統之憲法上人事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任命行政院院長 提名立法院院長 提名司法院院長 提名審計長 

16 有關不信任案之敘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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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不得於為其他特定事項召開之立法院臨時會提出 
立法委員對於不信任案之表決，應以記名投票之方式為之 

17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行政院院長之權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院長有主動解散立法院之權 
副總統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行政院院長有副署總統所發布任命監察院院長命令之權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18 關於立法院文件調閱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得設調閱委員會調閱文件 
立法院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應經院會決議 
調閱專案小組之設立，應於立法院會期中為之 
除法院與監察院外，其他機關不得拒絕調閱之要求 

19 下列何者並非立法院召開臨時會之事由？ 
總統之咨請  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審查覆議案  議決行政院院長之彈劾案 

20 憲法第 62 條規定，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即民主國家之國會 
立法院為地方議會之上級監督機關 
立法院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即「國民主權」原則之落實 
立法院制定之法律，其效力高於由行政機關所發布之法規命令 

21 下列有關大法官之敘述，何者錯誤？ 
大法官為憲法第 80 條之法官 
大法官為唯一有權宣告法律違憲之機關 
大法官受憲法第 81 條關於法官「非依法律不得減俸」規定之保障 
大法官受憲法第 81 條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規定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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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列何者非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 
審理政黨違憲解散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 
審理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審理立法委員罷免案 

23 下列何者為審判權之特質？ 
主動調查 不告不理 通案解決糾紛 絕對公開之審理程序 

2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考試委員如何產生？ 
由考試院院長提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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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考試院院長遴聘之 

25 下列何者並非地方自治團體之權力？ 
司法權 人事權 組織權 立法權 

26 BAC is primarily used as a measurement of     for legal or medical purposes. 
intolerance intrusion intoxication intelligence 

27 Murder and     are the most serious homicides which can result in lengthy prison terms or a death 
sentence. 

assault  manslaughter  abduction  hostage -taking 
28 The likelihood of a crime being     could be reduced by the presence of uniformed officers in marked cars. 

comm itted detected  policed  prevented  
29 Drug     target students both as carriers as well as clients. It’s high time for teachers and parents to work 

against and eradicate this evil force. 
dieters dealers digesters dispensers 

30 Police investigators across the globe are using     from surveillance cameras in their investigations of 
crimes. 
heritage footage  carriage passage 

31 Major activities of these criminal gangs include drug trafficking, human smuggling, money    , extortion 
and kidnapping. 

loitering   diffusing laundering  deteriorating  
32 Intelligence analysts collect, review and interpret a range of information from overt and     sources, and 

deliver valuable analysis. 
cozy  covetous covert  cowhide  

33 On Saturday, Belgian law enforcement units     over 70 youths who smashed shop windows and police 
vehicles. 

will be detained   were detained  detaining  detained  
34 To pursue justice, it is important to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the crime. 

apprehend  communicate  raid  interview  
35 Lock your door immediately upon entering the vehicle. Make this your first action even before you put the key in 

the    . 
dashboard  ignition  speedometer  steering wheel  

36 Don’t wear    . If you wear them, you won’t hear an approaching car or attacker. 
headsets   headlight s  ear rings  glasses  

37 A key aspect of police patrol is providing high     for the police force in a neighborhood. 
security  visibility        sensibility      prevention  

38 In the United States, scholars estimate that somewhere between 42 and 55 percent of suspects confess to a crime 
during    . 
incarceration  confiscation conflagration interrogation 

39 Police patrol might have an optimum view of an area and spot     activities or circumstances. 
prominent  suspicious  incriminating  susceptible  

40 One of the main roles of the police is to detect and investigate crimes and help     offenders. 
persecute      prosecute  insinuate       appl 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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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The type of activity police investigators engage in and material gathered  41 , depending on whether 
investigations use the reactive or proactive method.  42 , they all go through similar stages. 
  Every investigation is different and may require a different route through the process, e.g., in some cases the 
identity of the offender is known  43  and the investigation quickly enters the suspect management phase.  44 , 
the identity of the offender may never be known or is discovered only after further investigation. 
  When receiving reports, counter staff should ensure that  45  record, retain and reveal all material and pass it 
to the investigating officer.  
41 varies  vibrates vaporizes vanishes 
42 Therefore  As a result  As a matter of fact  However  
43 in the end  from the outset  without doubt  out of necessity  
44 At last  In others  For  this Since then   
45 their  those  they  the se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A psychologist suspected that there were subtle cues that were influencing the police questioning process in 
interviewing eyewitnesses, which causes misremember.  She watched videotape after videotape of witness interviews, 
looking for these cues but she couldn’t see anything.  There were so many activities in each interview—all the facial 
expressions, the different ways the questions were posed, the fluctuating emotions—that she couldn’t detect any 
patterns. 
  So she came up with an idea: she made a list of a few elements she would focus on—the questioners’ tone, the 
facial expressions of the witness, and how close the witness and the questioner were sitting to each other.  Then she 
removed any information that would distract her from those elements.  She turned down the volume on the television, 
so instead of hearing words, all she could detect was the tone of the questioner’s voice.  She taped a sheet of paper 
over the questioner’s face, so all she could see was the witnesses’ expressions.  She held a tape measure to the screen 
to measure their distance from each other. 
  And once she started studying these specific elements, patterns leapt out.  She saw that witnesses who 
misremembered facts usually were questioned by cops who used a gentle, friendly tone.  When witnesses smiled more, 
or sat closer to the person asking the questions,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misremember.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Interviewing eyewitnesses is a job better done by a psychologist.  
Po lice interrogation strategy could be enhanced by using videotapes.  
The questioner’s outfit would affect the witness’s remembering ability.  
Witnesses tend to misremember less when facing a stern officer.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one of the cues that the study in the passage tries to look for? 
The eyewitness’s bespectacled face . The eyewitness’s musc ular motions. 
The eyewitness’s habit .  The eyewitness’s way of posing questions .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best to explain the underlined phrase “a tape measure”? 
A measurement  taped with marks. A marked measurement to tape things . 
A tape measured with marks . A tape marked with measurements . 

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witnesses? 
They tend to remember things with subtle clues.  
They tend to  misremember when interviewed casually. 
They tend to ignore the obvious but remember the details.  
They would be influenced by police interviewing protocol.  

50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 
Witness memory loss .  Police’s cues to improve witnesses’  memory. 
Disremember ing process in interviewing witnesses. Finding clues of misremembe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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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 106 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總結會議成果報告中，提到「重新檢視國內現行的指認程序規範」，

而內政部警政署已於 106 年 1 月 26 日完成修正並重新頒訂相關規定，下列有關現行規定的敘述何者

正確？ 
 新犯罪嫌疑人指認規定名稱為「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 
指認過程必須全程錄音及錄影，以確保指認過程符合規定 
進行照片指認前，必須先讓指認人先就犯罪嫌疑人特徵進行描述 
指認過程應安排三名以上被指認人供指認人進行指認，禁止單獨指認 

2 犯罪現場負責人必須設立指揮所，可供現場勘察人員的補給，及作為傳遞資訊進出的中心。為了保

持現場的完整，設立的位置應該設在下列何處？ 
 內層封鎖線內   內層封鎖線與第二道封鎖線之間 
第二道封鎖線與 外層封鎖線之間  外層封鎖線外 

3 依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 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被告逃亡或藏匿者，得通緝之 得選任辯護人 

4 有關跟蹤監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跟蹤為團隊工作，執行人員宜佩戴醒目特殊物件，以資識別 
必要時，跟蹤、監視得配合實施之 
跟蹤為固定觀察，目的在了解對象活動情形 
為免曝光，跟蹤監視人員嚴格禁止攜帶任何武器、通訊器材 

5 有關通訊監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執行通訊監察，得於私人住宅裝置竊聽器、錄影設備或其他監察器材 
法務部每年應向立法院報告通訊監察執行情形 
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與監察目的無關者，不得作為司法偵查、審判

之證據 
違反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於司法偵查、審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

採為證據或其他用途 
6 有關實施被害人指認犯罪嫌疑人，下列何者正確？ 
指認前必須告訴指認人，犯罪嫌疑人並不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 
應為一對一之成列指認 
被害人不得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 
不得以照片指認代替真人指認 

7 有關犯罪現場勘察、採證之分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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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刑案現場，由刑警大隊負責現場調查、勘察及採證 
重大刑案現場指揮官，由管轄警察局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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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關普通刑案、重大刑案及特殊刑案偵查之責任區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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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警政署各專業警察機關遇有重大刑案時，得由機關首長逕向警政署署長請求支援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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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有關刑案現場處理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警察人員抵達現場後，應先探查是否有人受傷 
現場封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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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抵人員應立即將現場物品移至安全地點 

10 有關搜索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抗拒搜索者，得用強制力搜索之。但不得逾必要之程度 
經搜索而未發見應扣押之物者，不用發證明書於受搜索人 
搜索應保守秘密，並應注意受搜索人之名譽 
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 

11 有關警察為發現犯罪情報諮詢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遴選諮詢對象，應視實際需要審慎遴選，把握運用，慎防被反諮詢 
凡經遴選諮詢工作請求合作之對象，應依規定列冊備查 
凡經遴選諮詢工作請求合作之對象，應發給證明文件 
港口、機場、醫院、診所等罪犯可能潛逃、藏匿之處所，為重點諮詢地點 

12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下列何種情形，警察機關得對之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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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 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 輕本刑二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 輕本刑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13 有關警察為防止危害或犯罪，遴選第三人協助蒐集資料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應經該管警察局長或警察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除得支給實際需要工作費用外，不給予任何名義及證明文件 
具有警察職權行使法或其他法規賦予警察之職權 
該第三人為證人者，適用關於證人保護法之規定 

14 有關長途解送人犯需使用公用之交通工具時，解送途中，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人犯要求如廁時，如有二人同時要求如廁時，應同時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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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接受人犯親友之招待或餽贈 
解送人犯乘坐車、船、航空器時，應令人犯靠近門窗 

15 有關執行電腦搜索、扣押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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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對象如為學校，應會同地檢署檢察官執行之 
勿安裝或拷貝任何程式、檔案至受搜索人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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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有關附帶搜索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逮捕現行犯時，可搜索現行犯正使用中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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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行拘提時，可檢視受拘提人隨身攜帶的包包 
逮捕通緝犯時，可搜索通緝犯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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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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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押物不便搬運或保管者，得命人看守或交所有人或其他適當人保管，保管單勿庸移送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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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特徵經被害車主指認無訛，且無他人主張權利 

18 有關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警察查證身分時得採取必要措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將人民帶往警察勤務處所查證 查證時間自攔停起，不得逾 3 小時 
得將人民移由地方法院檢察署審理 帶往時非遇抗拒不得使用強制力 

19 有關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車輛得採行之措施，

不包括下列何者？ 
 檢查引擎號碼  檢查車身號碼 
要求乘客出示相關證件 要求乘客接受酒測 

20 有關警察機關偵辦刑案新聞處理應行注意要點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現行犯已經逮捕，其犯罪事證查證明確者，無須經首長核可，即可發布新聞 
查獲未滿 18 歲之犯罪嫌疑人，於進行逮捕或押解移送等公開場合時，應配戴頭套 
偵查人員不得帶同媒體辦案 
被害人被挾持中尚未脫險，安全堪慮者，不得發布新聞 

21 有關詢問筆錄製作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實施詢問，應採問答方式 
詢問犯罪嫌疑人筆錄之製作，應採一人詢問，另一人記錄之方式製作 
筆錄經受詢問人確認無誤後，應由受詢問人於緊接其記載之末行簽名 
受詢問人如拒絕回答或拒絕在筆錄上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時，得強制為之 

22 下列何者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偵查主體？ 
檢察官  警察機關分局長以上長官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官  內政部警政署署長 

23 有關刑案現場勘察採證，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普通刑案由派出所主管負責現場調查、勘察 
重大刑案現場由偵查隊長擔任現場指揮官 
車輛採證，除有急迫情形或當事人同意外，應用搜索票 
勘察爆炸案現場時，應會同保安警察第一總隊特勤中隊處理 

24 有關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不得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人 
本條例所稱結構性組織，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 
非組織成員而資助犯罪組織者，不構成犯罪 
警察機關為保護檢舉人，對於檢舉人之身分資料，應另行封存，不得附入移送法院審理之文書內 

25 有關一般網路犯罪案件警察機關管轄責任區分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網路犯罪被害人現住所或戶籍所在地之警察機關為管轄機關 
以網路犯罪被害人上班公司之所在地警察機關管轄 
以犯罪嫌疑人上網從事犯罪行為之所在地警察機關管轄 
以犯罪嫌疑人現住所或戶籍地之警察機關為管轄機關 

26 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工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由現住地警察機關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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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犯殺人罪，經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者，為得定期實施查訪對象 
主要法源係警察職權行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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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關涉外案件處理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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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有外交豁免權之外國大使、公使、使領館人員涉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陳報警政署轉外交部核辦，

不得逕行訊問、搜索、扣押、逮捕等強制作為 
警察偵查犯罪有必要進入使領館者，應事先徵得使領館館長之同意始得進入 
在駐華之外交使領館擔任翻譯之我國人，如為搶奪現行犯，不得逕行逮捕、拘提 

28 先反應到達現場的警察，可能比隨後抵達的犯罪現場勘察人員，較有機會觀察到後來看不到的證

物，下列那一項證物不屬之？ 
 血跡噴濺痕 大門開關情形 燈光開啟情形 火焰的顏色 

29 交換原理首見於柯南‧道爾（Conan Doyle）所著之「福爾摩斯」偵探小說，後來透過愛德華‧路卡

（Edward Locard）真正將交換原理落實於犯罪偵查中，請問提出該理論是基於何種微量物證？ 
 射擊殘跡 灰塵 油漆 纖維 

30 近期發生了一對男女朋友關係的香港籍旅客搭機來臺灣旅遊，男朋友在旅館房間把女友殺害後，將

屍體塞入行李箱，拖出旅館，步行到捷運站，再搭乘捷運到竹圍站，出站後接著步行到周邊草叢棄

置行李箱，再搭機返回香港，請問下列犯罪現場何者為第一現場？ 
 航空站 旅館房間 捷運淡水線車廂 棄屍草坪 

31 我國目前中央與地方刑事鑑識單位經過多年努力，建立可供查詢的物證資料庫如 DNA 資料庫、指紋

資料庫、彈頭彈殼資料庫及鞋印資料庫。請問下列有關資料庫的描述何者正確？ 
 指紋資料庫與 DNA 資料庫的設置均有法源依據 
設置鞋印資料庫的專責單位是刑事警察局 
目前指紋資料庫的系統除十指指紋外還包括掌紋 
彈頭彈殼資料庫採用的是聯邦調查局發展的「毒品火」系統 

32 有一批來自臺灣的電信詐騙集團將機房設在印尼，對中國大陸地區人民實施詐騙而損失慘重，經臺

灣與印尼警方共同破獲後，大陸與臺灣分別主張有司法管轄權，均希望將嫌犯帶回自己的國家，請

問大陸主張的理由為下列何者？ 
 屬人管轄權 屬地管轄權 保護管轄權 普遍管轄權 

3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於 2017 年破獲一起空氣長槍案件，經鑑驗殺傷力直逼制式半自動手

槍，請問下列有關殺傷力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利用動能檢測箱進行動能初篩，當彈丸貫穿鋁板，即動能超過 20 焦耳/平方公分 
美國軍醫總署定義：彈丸撞擊動能達 58 呎磅（約為 78.6 焦耳），則足以使人喪失戰鬥能力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對活豬作射擊測試結果，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 20 焦耳／平方公分，則足以穿入

豬隻皮肉層 
日本科學警察研究所之研究結果，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 24 焦耳／平方公分，則足以穿入人體皮肉層 

34 在偵查重大刑案時，現場用三道封鎖線嚴加封鎖，有助於保全跡證或執行圍捕時避免傷及民眾，下

列何項規定有明確描述新聞採訪點的設置位置？ 
 刑事鑑識手冊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 
警察機關偵辦刑案新聞處理應行注意要點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35 爆炸物及爆炸案件現場的指揮官應該由下列何者擔任？ 
 轄區分局分局長  轄區偵查隊隊長 
刑事局偵查第五大隊大隊長 轄區鑑識單位主管 



代號：2601
頁次：6－5 

36 有關槍擊案件現場，現場物證可提供犯罪偵查線索，請問下列有關現場槍擊物證檢測的敘述何者正

確？ 
 紅氨酸（Rubeanic acid）試劑常用來檢測是否為彈孔，分析標的是彈頭包衣的 Zn 成分 
被射物表面的射擊殘跡分布型態可用來研判射擊距離 
槍管內來復線從槍管任一端往任一端望去，呈順時針方向者為左旋 
具來復線槍枝的名義口徑（nominal caliber）是指通過槍管中心點，兩相對來復線陰線之直徑 

37 下列有關物證的採取與送驗何者錯誤？ 
 爆炸後爆裂物或碎片宜全量採取送鑑 
火（炸）藥送鑑時宜先由爆裂物處理人員酌採一公克 
採取射擊殘跡，應以黏有雙面碳膠之鋁（銅）座分別黏取不同部位，並分別標示其採證位置 
查獲疑似毒品製造工廠時，現場相關物質宜全部採集、秤重，並酌採十公克，不滿十公克者，得

全數送鑑 
38 為維護人民安全、協助司法鑑定、協尋失蹤人口、確定親子血源、提升犯罪偵查效能、有效防治犯

罪，訂定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下列有關本條例的敘述何者正確？ 
 本條例所稱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 
本條例所稱專責單位為調查局 
住宅竊盜累犯不屬強制採樣對象 
行為時不滿十八歲，移送時已滿十八歲的犯罪人，未來服刑完畢，具備辦理 DNA 資料銷毀的資格 

39 有關各級警察機關處理刑案逐級報告紀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重大竊盜案損失須超過新臺幣伍拾萬元以上 
直轄市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認定為重大刑案時，應立即報告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列管 
普通刑案超過二十四小時填報刑案紀錄表即逾刑案遲報基準 
重大刑案破獲通報時間起算點為嫌犯筆錄完成後兩個小時內 

40 有關警察機關及單位受理報案 e 化平台作業的資料更改權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分駐（派出）所負責一般刑案基本資料的建立及上傳，資料上傳後不得自行更改 
各警察分局偵查隊負責及一個月以內資料之修正事宜 
各警察局刑警大隊二個月以內資料修正事宜 
本署刑事警察局案件資料刪除及逾二個月之資料修正事宜 

41 有關受理報案 e 化平臺一般刑案作業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作業規定的一般刑案包括價值新臺幣一百萬以內之汽、機車失竊，但不包括享有外交豁免權人

員案件以外之其他刑事案件 
受理一般刑案報案，受理單位應開立三聯單，如無正當理由，應於八小時內上傳警政署資料庫 
無刑案現場致不能勘察確認所報案情是否成案，而報案人堅持索取報案三聯單時，仍應開立交付之 
民眾單純提供犯罪線索或情資，仍須開立報案三聯單 

42 為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不受非法侵害，並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特制定通訊保

障及監察法，下列有關敘述何者正確？ 
本法所稱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為「國家安全會議（國安會）」 
本法所稱通訊監察管理系統設立在 高法院 
如需於私人住宅裝置竊聽器、錄影設備或其他監察器材，必須申請通訊監察書 
對於郵件的通訊監察，郵政事業能提供郵件種類、號碼、寄件人及收件人姓名、地址、原寄局名

及交寄日期等資料 
43 為防制毒品危害，維護國民身心健康，請問下列有關毒品危害防治與尿液檢驗的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安居緝毒方案」由行政院提出安居緝毒方案，再責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規劃安居緝毒

執行計畫 
啟動檢、警、調、憲、海關及海巡等偵查單位共同緝毒，以達「拒毒於海外、截毒於海關、緝毒

於境內」目標 
政府明定特定營業場所必須於入口處標示反毒資訊，應載明持有毒品的人不得進入 
有關毒品的分級及品項，由法務部會同衛生福利部組成審議委員會，每半年定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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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的偵查，首重被

有關汽車財損或竊盜

44 為防制毒品危害，維護國民身心健康，請問下列有關尿液檢驗的敘述何者正確？ 
 各檢驗機關（構）發現未經列管之新興毒品，應通報法務部 
新興影響精神物質是指新合成的影響精神物質 
犯罪嫌疑人的尿液檢體應於 15 日內送交衛生福利部認可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機關（構）辦理 
犯罪嫌疑人的尿液檢體之銷毀作業，應由政風室派員會同辦理，並做成紀錄 

45 刑案現場採獲跡證需要刑事警察局進行鑑定時，下列有關證物送驗的敘述何者正確？ 
鞋印痕鑑定由鑑識科綜合股負責 
人體體液內酒精濃度鑑定由鑑識科化學股負責 
射擊殘跡證物由鑑識科槍彈股負責 
火（炸）藥及爆炸物成分鑑驗由偵查第五大隊負責 

46 鞋印是刑案現場中 常出現的物證種類之一，在犯罪偵查上可以提供進入刑案現場的人數及動向。

由於鞋印不易由肉眼直接觀察，因此警察進行現場保全或發現人進入現場時，鞋印容易遭到破壞。

請問下列有關鞋印的敘述何者正確？ 
現場的灰塵鞋印屬於類化性的跡證，無法個化 
現場的灰塵鞋印屬於三維的立體鞋印 
拍攝灰塵鞋印所需的打光角度（與地面的夾角）要與地面垂直 
靜電足跡採取器可以提供反差較大的灰塵鞋印影像 

47 國際恐怖活動頻繁，其中又以爆炸案居多，造成生命財產損失，更讓人心處於恐懼的狀態。對於爆

炸案件處理與偵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已爆炸現場，管轄機關應派員封鎖、管制，確實保全現場，再由地區防爆隊進行現場處理及勘察、

採證 
請求地區防爆隊支援，一律由管轄機關勤務指揮中心通報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揮中心轉知地區

防爆隊支援 
管轄機關未完成現場疏散、管制或安全防護措施，地區防爆隊不得逕行處理 
刑事警察局應提供銷燬已結案之火、炸藥、雷管、爆裂物等證物之銷燬場所 

48 害人的身分確認，進而研判死亡時間，再調查被害人死亡前 24 小時的行蹤，以

下研判死亡時間的指標何者正確？ 
 屍斑：人死後血管失去彈性，血液受地心引力滲出血管壁而沉著於屍體下方形成屍斑。死亡 24 小

時後 明顯 
屍冷：人死後體內熱的產生立即停止，屍體自然逐漸冷卻以 0.6-0.8℃/hour 直到周遭環境溫度，不

受屍體本身狀況影響 
屍僵：人死後先呈弛緩，2-4 小時後肌肉開始收縮而產生死後僵直，大部分的人是上行型的死後僵直 
胃內容物：通常食物進入胃後約 4-6 小時即被消化離開胃部，因此可以判斷 後用餐時間 

49 案件的現場勘察與偵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敲破汽車車窗侵入竊取汽車零件或財物，鑑識人員應留意破壞車窗的手法 
敲破汽車車窗侵入竊取零件，鑑識人員應留意車款，以了解其是否具針對性 
尋獲汽車案件，鑑識人員對車內物品或嫌犯遺留物進行採證，採獲菸蒂或指紋即可證明竊嫌身分 
尋獲汽車解體工廠，場內車輛的號碼多被磨滅，鑑識人員常用化學腐蝕法或電解法進行號碼回復 

50 有關侵入（商店、公司及住家）竊盜案件的現場勘察與偵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侵入竊盜案件的現場勘察重點以出入口為重點 
案件的發生時間很難確認，只要記錄報案時間即可 
路口或後巷監視器調閱，僅能證明嫌犯經過該地，無法證明嫌犯侵入行為 
鑑識人員到達現場後，負責現場保全的警察即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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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部分：（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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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根據自己的長相描繪

天才的特徵，他說天才的脖子短，如此心臟的血液才能快速地行抵腦部。 

    大象的脖子比叔本華更短，但卻非什麼「天才」，而是演化上不得不的「設

計」。大象體型龐大，是為支撐體重；為了維持時速約二十哩的奔跑，四條腿

也變得粗壯，而且膝關節下降。還有，為了支撐碩大的頭部，必須將頭盡可能

靠近肩膀上方，所以脖子就變得特別短。這樣一來，頭部的活動不方便，又難

以彎身飲水，於是只好長出一個又長又靈活的鼻子來代勞。 

    其實很多生物界的演化現象都告訴我們，對一件事情，乃至對一個人、一

個群體……都宜避免孤立地觀察，而應該把它放在一個更大的結構裡，才能看

出它的意義來。人類與其他物種一樣，不論與生俱來有任何長項或缺陷，都

是相對性的。請以「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為題，作文一篇，闡述其中的

道理和一己的感受。 

二、公文：（20 分） 

    由於網路資訊發達，近年來閱讀書籍的人口比例普遍下降，雖日新月異的

手機、電腦確實能滿足現代人的各類需求，惟緩速閱讀優質紙本書籍，其潛移

默化的功能，還是值得珍惜。 

    試擬○○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致所屬各國民小學函：請辦理「書香

市集」，邀請學生及家長將家中閱畢的圖書帶至市集擺攤，藉由相互流通，以

求物盡其用，共享另類書香體驗。活動內容請預先規劃書籍分類區、現場導覽

服務、相關影像播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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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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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列文句都有同音詞出現，使用不恰當的選項是： 

公司「厲行」節能減碳運動，要求每個員工都要身體「力行」，全力配合 

財稅新制「反映」出政府亟欲紓解財政困窘的決心，群眾卻普遍「反應」不佳 

面對群眾抗爭，肩負如麻「國事」的元首，邀請各界代表緊急召開「國是」會議 

國內出現重大工程關說弊案，有心人士從中「盈利」，竟然超過正常「營利」所得 

2 「五月一到，蟲虺紛紛從冬眠中醒來，開始來報到了。入夜屋裡亮起了燈，牠們便攀附在紗窗上伺機□

□□□。」「蛇目蝶多數時間冷靜、專注、如一位入定的禪者，在某個陰黯處望著一株草沉思。他們不

會入定到離魂喪魄，□□□□。當你進入警戒範圍，他們會從你意想不到的方位遁飛而去。」「四月流

螢汛起，流光掛上樹梢，掛得真快。先是疏疏幾點彈落，彷彿□□□□，然而禁不住一日二日三回駐足，

忽忽一轉頭，碎光煥發，一下子就輕快愉悅的燈花閃了滿地。」 

上文空缺處最適合填入的語詞，依序是： 

棄暗投明／槁木死灰／似有若無 匍匐前進／呆若木雞／銀河傾瀉 

謀定後動／不動如山／火樹銀花 引火自焚／槁木死灰／一月如鉤 

3 「有一段時間，我曾一直想如何快速致富，可是做新聞工作，領的是薪水，唯一能想的是省吃儉用，省

點小錢；想發財，門都沒有！轉換跑道，去創業嗎？沒準備好，也不敢輕舉妄動，只能繼續在內心煎熬。

一直到我讀到《論語》這一段話：『……。』我終於得到啟發。孔子說：『穿著破舊的衣服，與穿著狐

皮貉皮衣服的人並肩而立，不會感到慚愧的人，大概只有子路了吧。如果能夠做到不嫉妒、不貪求，那

做什麼事都能夠暢行無阻。』」 

上文刪節處，最適切填入的是： 

放於利而行，多怨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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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等你從反覆的天氣裡恢復過來／其他都不重要了／人家不喜歡你皺眉的樣子／我卻不會從你臉上尋找

平坦的風景／度過的歲月都摺疊起來／並沒有消失／在田畦甜膩的合唱裡／堅持另一種口味／你想為人

間消除邪熱／解脫勞乏，你的言語是晦澀的／卻令我們清心明目／重新細細咀嚼這個世界」 

上文所描述最可能的是： 

黃蓮 西瓜 苦瓜 釋迦 

5 「想像一下。十九世紀的人，騎馬、遛狗、駕馬車，一切是慢動作。接著，到了二十世紀，攝影機的速

度加快。書的內容縮水了，濃縮本、簡明版、文少圖多的小報，所有東西都縮簡得只剩下插科打諢，倉

促結局。經典作品刪簡，好配合十五分鐘的收音機節目，然後再刪簡，好填塞兩分鐘的書評節目，到最

後只剩下十來行的摘要。許多人對《哈姆雷特》的認識－－你必定知道這個書名－－如我所說，他們對

《哈姆雷特》的認識只是某一本書中的一頁簡介，書的封面寫著：一本書讀完所有經典。」 

根據上文，二十世紀人們生活節奏改變，對閱讀行為產生的變化是： 

書籍愈多，讀者愈少  時間有限，欲望無限  

時間變少，書籍變多  節奏愈快，讀得愈淺 

6 「我們觀看病中老人，如觀看一生修煉的總檢驗。有時，可以看到自己父母在與病魔纏鬥的過程中展現

出過人的膽識與出類拔萃的智慧，這是幸運的，父母以肉身示範教學，教子女寶貴的最後一堂課，我們

必須認真學習。有時，看到的是至親一路潰敗，遂目睹病魔的手法，如何令病者哀叫、咆哮、恐懼。當

此時，我們必須堅毅，設停損點，不可讓病魔搏攫至親之後，又以至親為餌，擒拿了一家分崩離析。每

一個病中長者都可以開我們的眼。要不，看到抵擋的勇氣、愛的行動；要不，看到強敵壓境，一路殘殺。」 

下列選項，最符合本文觀點的是： 

完整的人生應該五味雜陳，且不排除遍體鱗傷  

生病是司空見慣的，但所帶來的精神變化難以承受 

讀好「生」這一門課，才能穩固的邁向「老病死」 

生命並非無風無浪，從前人的經歷中，可得安老善終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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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些天真的人會問：『如果我們都講同一種語言，世界不是會更美好？促進溝通不是讓我們更容易相處？』

我的答案總是：『這想法很好，但讓我們把那個共通語言換成北美海達語或西非約魯巴語、北美拉科塔語、北

美因紐特語或非洲閃族語。』人們馬上就能理解不能講自己的母語所代表的意義。我沒辦法想像一個不能說英

語的世界，原因不在於英語是多美的語言，而是因為英語是我的語言，英語完整展現了我這個人。但同時，我

也不希望英語像某種文化神經毒氣那樣消滅其他的人類之聲，清除世上其他的語言。」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作者對於語言的主張？ 

截長補短，定於一尊 符合現實，推尊英語 用進廢退，自然淘汰 尊重多元，傳承母語 

8 「竊思人生世間，與之莊言危論，則聽者寥寥；與之謔浪詼諧，則歡聲滿座。是笑，徵話之聖；而話，

實笑之君也。」（《山中一夕話》）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符合文意？ 

詼諧之語的教化作用遠不如莊言危論 莊嚴危論的價值取決於在位者的態度 

謔浪詼諧會妨礙賢人君子的進德修業 笑話所產生的人際影響力大過於莊言 

9 張潮《幽夢影》：「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山水亦書也，棋酒亦書也，花月亦書也。善遊山水者，無

之而非山水。書史亦山水也，詩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 

下列選項，最符合上文旨意的是： 

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 

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 

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能讀無字之書，方可得驚人妙句；能會難通之解，方可參最上禪機 

10 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

「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

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

業，遂七年不反。（《後漢書．列女傳》） 

下列選項，何者與上文意旨相近？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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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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民眾報案稱，甲在包包內裝有數百公克之 K 他命、夾鏈分裝袋及帳冊等，晚上至
某 PUB 伺機販售。你是巡邏警網之帶班警員，與同事抵達現場後，即認出曾有販
毒前科的甲，當時其包包置於桌下，外觀上並無任何異狀。你要查證身分時，甲
主動出示身分證件，你在調查甲可能涉嫌意圖販賣毒品，處理時須注意那些事
項？（20 分） 

二、警方接獲情資，通緝犯甲出沒於一間民宿，你前往緝捕時，甲聞風從頂樓逃逸後，
闖入隔壁公寓並持槍挾持乙女，警方持續與甲對話，但甲無意釋放乙，竟致電媒體，
此時現場聚集圍觀民眾及採訪媒體。你視現場環境及事實需要，應採取那些刑案現
場封鎖措施？（20 分） 

三、你前往處理 A2 類交通事故時，於事故車輛所扣留之車裝監視錄影設備（俗稱行車

紀錄器），可能提供你那些訊息，有助於肇事重建與釐清肇事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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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分局違序案件業務承辦人，關於違序案件處罰之執行，下列作為何者錯誤？ 

裁定拘留確定之案件，通知被處罰人到場執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報請簡易庭簽發拘票強制

其到場 

被拘留人現罹患疾病，因執行致身體健康有重大影響者，應停止其執行 

裁處罰鍰確定之案件，應於確定後即以執行通知單，通知被處罰人依限完納 

申誡之執行，被處罰人在場者，以言詞予以告誡；其未在場者，應將處分書或裁定書送達之 

2 你於值班時受理民眾甲申請交通事故資料，下列案件何者可發給「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在大賣場地下停車場之車道上與他車發生車禍 

在蘇花公路開車途中突遇落石致車輛損壞之車禍 

因車故障停於路邊，下車檢查時忘記拉手煞車，導致滑行壓傷自己 

在農地上駕駛農用搬運車不小心壓傷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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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正處理一件 A1 類交通事故，被害者臟器外露已當場死亡，其身上並無證件，身分尚待查證，你現場已

完成處理蒐證時，對於屍體之處置下列何者正確？ 

交由先到場之殯葬業者處理 

檢察官未到場相驗前不得移動屍體 

報請檢察官同意後，通知公立殯儀館前來接運屍體 

通知救護車送往醫院 

4 你是派出所警員，正服機車巡邏勤務，晚間在某巷道發現甲鬼鬼祟祟窺伺附近他人住戶，於是你上前盤

查，要求甲出示身分證件，經勸告後，甲仍拒絕。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等相關規定，你決定將他帶回派出

所繼續查證身分，下列何者處理方式最適當？ 

告知甲關於提審之權利，填寫、交付「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通知書」及通知甲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並同時報告派出所所長或分局長 

告知甲關於提審之權利，填寫、交付「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通知書」及通知甲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並同時報告該管勤務指揮中心 

應即向該管派出所所長或分局長報告，並通知甲指定之親友或律師，以貫徹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 

應即向該管勤務指揮中心報告，並通知甲指定之親友或律師，以貫徹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 

5 甲不慎遺失護照，親自前往派出所報案，派出所受理報案的員警應該完成的作業流程為何？ 

製作訪談筆錄，請遺失人填寫「遺失案件證明申請書」後，再移請分局辦理 

製作訪談筆錄，請遺失人填寫「遺失案件證明申請書」後，逕由派出所處理 

不需製作訪談筆錄，請遺失人填寫「遺失案件證明申請書」後，再移請分局辦理 

不需製作訪談筆錄，請遺失人填寫「遺失案件證明申請書」後，逕由派出所處理 

6 你是派出所警員，因轄內交通幹道旁檳榔攤販售小姐穿著清涼，甚至以裸露身體方式招攬生意，你奉命

取締。下列何者已具備完整之違序構成要件？ 

於公共場所，任意裸體，不聽勸阻 

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放蕩之姿勢，而有妨害善良風俗，不聽勸阻 

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任意裸體或為放蕩之姿勢 

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任意裸體或為放蕩之姿勢，而有妨害善良風俗 

7 你處理一起 A2 類交通事故，自小客車駕駛人甲疑似酒後駕駛，但明確表示拒絕接受吐氣酒精濃度檢測，

下列對於駕駛人甲酒精濃度檢測的處置何者最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對甲實施強制抽血並製作觀察紀錄表，隨案移送檢察官偵辦 

告知甲拒測的法律效果予以製單舉發，並陳報檢察官實施強制抽血檢測 

通報偵查隊，由偵查隊陳報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對甲強制實施檢測 

勤務人員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將甲強制移由醫療機構實施檢測 

8 你為了查辦最近在轄區發生之犯罪案件，打算利用線民協助蒐集特定對象之資料，下列作法何者錯誤？ 

以書面敘明相關規定事項，陳報所長核准 

線民的真實姓名應予保密，並以代號為之 

需查核該線民之忠誠度與信賴度、工作與生活背景及其合作意願與動機等事項 

製作相關之文書需線民簽名時，請該線民捺指印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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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甲在餐廳持槍殺人後逃逸，由於餐廳老闆與甲熟識，於警方製作證人筆錄時，心中難免忐忑不安，你在

詢問餐廳老闆時，下列注意事項何者不適當？ 

注意其是否有證人保護法之適用 

主動告知其得拒絕證言 

需製作對甲的指認筆錄 

製作筆錄時同時錄音，對於重要之陳述應即請檢察官複訊 

10 你擔服派出所值班勤務時，接獲民眾電話檢舉轄區某書店陳列販售色情寫真集，下列何者不是優先處置

事項？ 

報告所長 

填寫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報告分局勤務指揮中心 

通報線上巡邏員警前往處理 

11 你於勤區查察時，得知甲涉嫌於上個月在商業廣場前搶奪女會計的皮包，下列處置何者最適當？ 

向檢察官報告獲准後再實施偵查 

等待被害人提出告訴再實施偵查 

等待直屬長官指示後再實施偵查 

立即開始調查，並將結果報告上級長官 

12 你是分局偵查佐，受理民眾報案遭持槍強盜案，有事實足認強盜案涉嫌人之通信紀錄於本案之偵查有必

要時，在無急迫情形下，你應該如何調閱通信紀錄？ 

直接發文向手機門號所屬電信公司調閱 

直接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調取票 

直接向該管地方檢察署聲請核發調取票 

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調取票 

13 你是派出所警員執行巡邏時，發現青少年雙載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遂開啟警車警示燈、警鳴器，示意

該青少年停車，惟該青少年反而加速逃逸，時速高達 80 公里，請問下列反應作為何者適當？ 

緊追在後，喝令青少年停車受檢 

對空鳴槍，喝令青少年停車受檢 

為免發生意外，不宜攔檢，任其離去 

錄下車號及違規事實，逕行舉發，並通報線上警網注意 

14 你是航空警察局偵查佐，得知甲將自境外以吞食及塞肛之方式夾帶海洛因，並從桃園國際機場入境之情

資。當甲入境時，為確認甲是否以人體夾藏方式走私毒品，有必要帶甲至醫療院所照 X 光，你應採取那

項措施最為適當？ 

向檢察官聲請核發對甲之拘票，將其拘提到案 

向法院聲請核發對甲之搜索票 

向法院聲請核發對甲之鑑定留置票 

對甲逕行拘提並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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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你執行巡邏勤務，發現某汽車修理業在道路上停放承修之車輛，遂依法填製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通知單。請問你填製通知單時應將汽車修理業者移送何機關處理？ 

車籍地處罰機關 

駕籍地處罰機關 

戶籍地處罰機關 

行為地處罰機關 

16 某路口設有固定式照相機取締汽車闖紅燈違規之行為，該固定式照相機於 4 月 1 日拍攝到多輛汽車闖紅

燈，你依法逕行舉發時，依據現行法令規定，下列那些日期後不得製單舉發？①8 月 10 日 ②6 月 10

日 ③4 月 28 日 ④7 月 4 日 

① ③ 

①④  

①②④  

①②③④  

17 機車騎士甲在他的行向號誌燈號轉換為黃燈時，仍續行超越停止線進入路口，當甲騎至路口中間其行向

的紅燈剛亮起，1 秒鐘後甲通過路口，隨即追撞路口外紅線暫停的大貨車，該起交通事故發生過程被監視

器清楚拍下。有關甲通過路口的交通行為之認定，下列何者正確？ 

甲通過路口整體駕駛行為，並未違反交通號誌管制 

黃燈已亮甲仍超越停止線進入路口，明顯已構成闖黃燈違規 

紅燈已亮甲仍位於路口中間，明顯已構成闖紅燈違規 

甲通過路口整體駕駛行為，明顯已構成違反交通號誌管制 

18 你執行取締酒駕臨檢勤務時，攔下自小客車駕駛甲靠邊受檢，但當你欲執行盤查時，甲卻緊閉車窗及車

門拒絕接受稽查，下列何種處置最適當？ 

表明身分後，即以強制力破壞車窗（門），促其下車受檢 

表明身分後，開立不服稽查違規通知單，置於車窗（門）後，促其駛離 

表明身分後，以書面文件置於車窗（門）明顯處告知事由，促其受檢 

直接通知開鎖人員及拖吊車至現場實施強制處分 

19 甲於投票所投票時，在圈票處拿出手機拍攝已圈選好的選票，當場被工作人員發現報警處理，甲到案後

供稱，拍照僅供留下紀念而已，你是受理本案的員警，應依何法處理？ 

無禁止規定 

集會遊行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20 某團體負責人甲欲從新北市新莊區棒球場集合群眾，遊行經過三重區，進入臺北市大同區、中山區至中

正區之立法院前靜坐，甲向你請教該向那些主管機關提出集會遊行之申請，你應如何答覆？ 

分別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申請 

向共同上級機關之內政部警政署申請 

分別向新莊分局、三重分局、大同分局、中山分局及中正第一分局申請 

分別向新莊分局及中正第一分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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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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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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警察機關為全面掌握治安狀況，發揮勤務指揮管制功能，設置三級勤務指揮中心。

試問： 
各級勤務指揮中心的基本任務為何？(10 分) 
遇有犯罪狀況發生時，透過勤務指揮中心，可達成立即與彈性反應。至於其運作

構想的基本架構為何？（15 分） 

二、警察勤務條例明定，各級警察勤務機構皆負勤務規劃之責任。試問： 
警察勤務規劃之內涵與重要性？（10 分） 
於規劃警察勤務時應注意那些原則？（1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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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越區辦案之通報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於管轄區外執行搜索時，應依規定程序通報當地警察機關會同辦理 

臨時變更地點時，應及時通知原會同及變更擬往地點之警察機關 

情況急迫者，得於事後會知，惟執行時應注意辨識，避免發生意外事故 

情報蒐集及探訪活動，未攜帶槍械者，仍應通報 

2 有關警察勤務條例及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對於守望勤務之規定，下列何者錯

誤？ 

執行便衣守望勤務，應依任務需要，力求藏於無形，避免曝露身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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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締、

盤詰 

執行守望勤務時，應受理報告、解釋疑難、整理交通秩序及執行一般警察勤務 

處理事故須離開崗位時，應向執勤派遣單位或勤務指揮中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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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有關勤務規劃與執行活動之先後順序，下列何者正確？①舉行勤前教育 ②每日

排定勤務分配表 ③實施勤務督導 ④訂定勤務基準表 

①②③④  ②③④①  ③①②④  ④②①③  

4 先發式的警勤方式（Proactive Model）較適合應付下列何種類型的犯罪？①強盜 ②賭博 ③殺人 ④賣

淫 ⑤毒品 

①②④  ①③⑤  ②③④  ②④⑤  

5 依守望勤務的執行要領規定，守望勤務的 大活動範圍可在周圍約多少公尺內巡視？ 

 10 公尺  20 公尺  30 公尺  50 公尺 

6 分駐（派出）所設置的主要目的，為下列何者？①組合警勤區 ②形成交通面 ③形成治安面 ④佈建

情報站 ⑤供作服務站 

①②④  ①③⑤  ②③④  ②④⑤  

7 推展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 契合警察組織的下列何項原則？ 

單一性的指揮 統一性的體系 全面性的分布 深入性的生根 

8 依處理劫持人質或汽車作業程序之規定，用現場封鎖帶將現場封鎖，並以三層封鎖警戒線，其中第一層

封鎖線之主要功用為何？ 

交通管制 現場警戒 攻堅、勘察 媒體採訪 

9 有關員警執行勤務配帶槍彈之原則，下列何者一律配帶槍彈？①個別專責勤區查察 ②聯合勤區查察 

③值班 ④臨檢 ⑤備勤 

①②③④  ①③④  ②③⑤  ②③④  

10 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個月實施查訪幾次為原則？ 

 1 次  2 次  3 次  4 次 

11 依據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期間，含必要時之延長期間， 長不得

逾幾年？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12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對於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 輕本刑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為防止

犯罪，認有必要，得經由下列何者書面同意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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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局長 警察局刑警大隊長 警察分局長 警察分局偵查隊長 

13 依據內政部 107 年 4 月新修正發布之「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警勤區訪查，以座談會方式實施者，應

將訪查時間及地點，於訪查日幾日前，以書面通知受訪查者？ 

 2 日前  3 日前  5 日前  7 日前 

14 下列何者是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行的機構？ 

警察派出所 警察分局 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 

15 「社會治安調查」是下列何種勤務方式的任務之一？ 

巡邏 臨檢 勤區查察 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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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據「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 化平臺作業要點」及「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之

規定，派出所員警進行案件受理、資料輸登、通報及查詢等處理工作，全程應以電腦管制作業。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警察單位受理各類案件後，遇有相關其他行政單位應辦事項，後續處置應由警察機關主政，其他行政

機關配合辦理 

 e 化平臺系統各項資料之使用，應依相關保密規定辦理；有洩密情事時，追究有關責任 

各作業管理權責單位應適時辦理教育訓練，使員警熟悉操作及上線使用 

員警應主動並詢問報案人，依規定製發各案類之相關表單交報案人收執 

17 有關巡邏之方式與目的，下列何者 為正確？①巡邏勤務可採取步巡、車巡、騎巡、船巡、空中巡邏等

方式 ②巡邏區與巡邏線應固定，不定時交互行之 ③巡邏勤務屬於被動性，是 容易達到預防犯罪的

勤務 ④巡邏之目的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為主。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18 擔任值班勤務，受理民眾拾得遺失物前來報案，有關處理之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受理時，應與拾得人當面逐一清點，並填具制式拾得物收據一式二聯，詳予登載拾得人姓名、住址、

電話、拾得日期、地點、品名、數量及特徵等，將收據第一聯簽章交付拾得人收執 

拾得物財產價值在新臺幣 5 百元以下者，得告知拾得人依民法第 807 條之 1 規定處理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侵占民眾所交存之物或公務上所保管、轉送或持有之物者，將被追究相關刑事與

行政責任 

拾得遺失物為違禁物品或公告查禁物品，依法應先受理，再交由司法機關逕予沒收或由各受理機關辦

理沒入 

19 員警執行路檢取締酒駕勤務時，下列有關作業程序、任務及執行過程之敘述，何者 為正確？ 

經執勤人員勸導並告知拒測之法律效果後，如受測人仍拒絕接受檢測，即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規定製單舉發；對於有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者，已符

合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2 款之要件，應依規定移送法辦 

以三人一組為原則，分別擔任警戒、指揮攔車、盤查及舉發 

對於逃逸之車輛無法攔停者，除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 條之 2 第 1 項第 4 款逕行舉發外，應加

以追緝，查明有無涉及刑事案件 

派出所計畫性勤務應由所長以上長官，指定派出所轄區內經分析研判易發生酒後駕車或酒後肇事之時

間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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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警察於巡邏勤務中，欲盤查可疑車輛，巡邏車應停靠於受檢車輛之何位置？ 

前方 後方 左方 右方 

21 依據警察法、警察勤務條例及警察職權行使法之條文，政府相關機關訂定了一些法規命令，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①警察勤務實施細則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 ②警察機關勤務基準表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 ③治

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④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①③  ③④  ①④  ②③  

22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104 年 8 月修正之「警察機關勤前教育實施規定」，下列何者正確？①勤前教育種類

區分為基層勤前教育、聯合勤前教育及專案勤前教育 ②聯合勤前教育以不超過 30 分鐘為度 ③聯合勤

前教育以每月舉行一次為原則 ④員警於勤前教育開始時已無勤務編排者，一律不得要求參加勤前教育 

①②  ①③  ②④  ①④  

23 內政部警政署於 101 年修正「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有關該規定之內容，下列何者錯誤？①勤

務督察區分為署、警察局、分局、派出所等四級 ②勤務督導分為駐區督導、機動督導、專業督導、聯

合督導等四類 ③各級督導人員除因勤務性質著制服外，應一律穿著便衣 ④勤務督察為各級主官（管）

及督察人員之責任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③④  

24 各級警察機關之勤務指揮中心（下稱勤指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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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勤指中心之作業規

定，下列何者錯誤？ 

各級勤指中心勤務執勤方式，以 12 小時更替制或 8 小時更替制為原則，執勤人員應遴派專責人員擔任 

平常狀況下為三級開設，由勤指中心主任督導運作；非辦公時間得由執勤官代理之 

發生重大治安狀況時，提升為一級開設，由機關主官主持，業務副主官為幕僚長，相關編組單位派員

進駐指揮所實施聯合作業 

各級勤指中心自行訂定交接時間，交接時由主任主持，非辦公時間由卸任執勤官負責 

25 警察法及其施行細則對於警察勤務相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警察勤務制度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行之 

由直轄市、縣（市）立法事項包括警察勤務機構設置、裁併及勤務之實施事項 

警察勤務之單位組合勤務方式之基本原則事項由內政部警政署訂定 

內政部掌理全國警察行政，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市）警衛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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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7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60160 
6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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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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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某甲意圖為他人媒合性交易而於旅店外之公共場所拉客，而某乙於性交易專區外之

旅店從事性交易，均為警察查獲，惟被處罰人不服裁處。請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相關

規定分別說明甲、乙各應如何救濟？（25 分） 

二、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使用警械之要件為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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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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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甲對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 
申訴 復審 請願 訴願 

2 某甲因某市警察局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法提起救濟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
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 
確認訴訟 撤銷訴訟 撤回訴訟 維護公益訴訟 

3 行政執行法中直接強制之基礎處分為何？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事實行為 行政命令 

4 總統府或總統、副總統官邸禁止集會、遊行之週邊範圍由何機關劃定公告？ 
總統府 國安局 行政院 內政部 

5 在某宗教神祇繞境活動中，警察加強安全維安時查獲無合格標示之爆竹煙火一批，為預防危害之必要，如何處置？ 
將該批爆竹煙火焚燒 將該批爆竹煙火扣留 發還給宗教團體使用 將該批爆竹煙火扣押 

6 有關警械持有許可之辦法由何機關定之？ 
國安局 內政部 警政署 警察機械修理場 

7 某公司未得內政部或其授權之警察機關許可而售賣警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法院沒收  由法院執行處沒入 
由警察機關沒收  由警察機關依法院裁定沒入 

8 某甲失業在家，經常半夜無聊，為打發時間便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後仍故態復萌，問警察機關可對之
為： 
三日以下之管收  申誡 
留置  移送該管簡易庭裁定拘留 

9 法院簡易庭對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有無管轄權，應以何時為準？ 
行為時 行為後 受理時 受理後 

10 某甲違犯持有毒品罪，經有罪判決入監服刑後因有悛悔實據而獲假釋出獄，然而於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而受撤銷
假釋，試問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甲於假釋期間為治安顧慮人口 
甲於假釋期間，警察得不定期實施查訪 
甲於假釋期間之查訪期間以三年為限 
甲之假釋經撤銷者，其假釋期間所為之查訪期限不列入計算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7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60160 
6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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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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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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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駕駛

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如有照相、錄影、錄音時，應事先告知駕駛人 
駕駛人有不配合酒測之權利 
駕駛人不得請求漱口 
受檢人如拒絕接受酒測時，執勤人員無須勸導並告知拒測之處罰規定，即可製單舉發 

12 室外集會、遊行之負責人，對主管機關不予許可等之申復，原主管機關認為無理由者，依下列何項程序處理？ 
應於收受申復書之日起一個月內連同卷證移送所轄高等行政法院 
應於收受申復書之日起二日內連同卷證檢送其上級警察機關 
應於收受申復書之日起六日內連同卷證移請訴願會審查 
應於收受申復書之日起十五日內連同卷證移送行政執行署 

13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原處分之警察機關認為聲明異議不合法定程式，應於收受聲明異議書狀之翌日起三日
內，送交簡易庭，並得添具下列何者？ 
意見書 答辯書 起訴書 抗告書 

14 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有關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之權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向監察院報備，得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 
不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介入黨派紛爭 
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15 警察對於交通工具攔停，因其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而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得為下列何項行為？ 
以現行犯逮捕 舉發開單處罰 扣留物品 強制其離車 

16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行使職權，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急迫情況下，得以引誘、教唆人民犯罪為之 
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 
依當時情形，認為目的無法達成時，應依職權終止執行 
已達成其目的，應依義務人、利害關係人之申請終止執行 

17 依據集會遊行法規定，有關集會遊行申請許可之相關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室內與室外集會、遊行，均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室外集會、遊行，應由負責人填具申請書，載明必要事項，於一個月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室外集會、遊行不予許可之通知書，應載明理由及不服之救濟程序 
室外集會、遊行許可之通知書，應載明負責人之財產狀況 

18 依據司法院釋字 718 號意旨，為下列何者之目的，立法機關並非不能視事件性質，以法律明確規範緊急性及偶發
性集會、遊行，改採許可制以外相同能達成目的之其他侵害較小手段？ 
增強國家武力 維持社會秩序 加速人類的進化 國家科技的發展 

19 警察人員依法令執行取締、盤查等勤務時，如有必要得命其停止舉動或高舉雙手，並可為下列何項行為？ 
檢查是否持有兇器 探詢個人工作等隱私 實施侵入性鑑識措施 以手銬控制雙腳 

20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執行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拘留之執行，由行政執行署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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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拘留之執行，即時起算，並以二十四小時為一日拘留之執行 

21 依據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屬於直接強制？ 
管束 扣留 代履行 怠金 

22 依據行政執行法規定，若不服執行行為聲明異議，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等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 
聲明異議，執行機關認其無理由者，應於十日內決定駁回 
聲明異議，執行機關認其有理由者，應即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行行為 
行政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 

23 依據行政執行法規定，所稱行政執行，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及下列何者？ 
行政調查 行政搜索 即時強制 限制出境 

24 依據學理上之意義，有關最廣義警察法之內涵，下列何者並不包括？ 
行政法 民法親屬編 刑事法 行政執行法 

25 101 年 1 月 1 日起行政執行法修正施行前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之事件，應移由何機關管轄？ 
該管行政執行處 該管行政執行分署 行政執行署 地方稅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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