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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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規定：偵查，不公開之。依據 108 年 3 月 15 日修

正發布之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請說明：（25 分） 
偵查不公開之目的？（第 2 條） 
案件在偵查中，絕對禁止事項？（第 9 條） 
那些情形之下，經審酌公共利益之維護或合法權益之保護，認有必要

時，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得適度公開或揭露偵查程序或偵查內

容？（第 8 條） 

二、臺灣四面環海，毒品或製毒原料絕大多數來自境外，常見的跨境（國）

運輸毒品管道可分為空路、海路，請分述這 2 種運輸管道常見的毒品走

私模式及手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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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檢警聯繫配合辦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警察接獲報案，不論是否屬其管轄責任之案件，應先受理並做必要處置，並迅速通知管轄分局

所屬分駐派出所處理 
②檢察事務官或法警拘捕人犯或執行搜索、扣押時，得憑證明文件請求當地警察機關協助，受請

求警察機關不得拒絕 
③警察機關對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同時涉嫌違反刑事法律或少年事件處理法，於移送

檢察官或少年法庭審理時，應於移送（報告）書上，以明顯戳記註明被移送人行為同時違反社

會秩序維護法 
④司法警察機關對於其移送案件之被告受羈押者，認為有帶同被告外出繼續追查贓證、其他正犯

或共犯之必要時，得報請檢察官核發偵查指揮書，交警察機關帶同被告繼續查證，惟應於當日

下午 11 時前解交檢察官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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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警察機關偵查刑案，得函送管轄法院或檢察署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告訴乃論案件，經撤回告訴，或尚未調查完竣，而告訴權人已向檢察官告訴者 
犯罪證據不明確，但被害人堅持提出告訴者 
證據證明力薄弱或行為事實是否構成犯罪顯有疑義者 
全案雖未調查完畢，但經依法提起自訴或向檢察官告訴者 

3 有關犯罪案件管轄責任區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竊車恐嚇取財：由車輛發現地之警察機關負責偵辦 
網鴿恐嚇取財：由被害人工作地或飼養鴿子之所在地之警察機關偵辦 
境外犯罪，以被害人之居住地、工作地、家屬居住地，依序之警察機關為管轄機關 
網路詐欺案件，涉及帳戶匯款，比照經濟詐欺案件涉及帳戶匯款之管轄律定，即以帳戶開立人

工作地之警察機關負責偵辦 
4 有關告訴乃論案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未逾越 6 個月之告訴期間。但得為告訴之人有數人者，其一人遲誤期間者，效力不及於他人 
②撤回告訴應於第二審辯論終結前 
③犯罪被害人已死亡者，依刑事訴訟法第 233 條第 2 項規定，得為告訴之人行使告訴權，不得與

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④委任代理代行告訴之案件，警察人員認為必要時，得命告訴權人本人到場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5 依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情報之處理程序，下列何者為正確？①分析 ②研判 ③運用 ④登記 

②①③④  ①②④③  ④①②③  ②①④③  
6 現場應依任務需要，將現有人員（擔任警戒任務者外）區分為調查組及勘察組，下列何者非屬調

查組之任務？ 
對於現場附近之環境、交通狀況及案發當時之天候、風向、氣溫等進行必要之觀察 
研判犯罪嫌疑人進出路線，犯罪時間、方法、手段、工具、犯行、過程等，以明瞭犯罪事實 
訪問被害人、報案人、發現人或其他關係人，了解案發時及案發前後，有無發現任何可疑之人、

事、物等，俾發掘可能之線索 
如案情需要，對於現場相關處所進行搜查，尋找可能遺留之各種跡證 

7 警察為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得使用通知書通知其到場接受詢問，有關通知書之

送達及詢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應受送達人拒絕收領而無法律上理由者，得將通知書留置於送達處所，將送達情形於送達證書

記明後附卷 
送達人應製作送達證書，交應受送達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如未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不得

將文書交予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代收 
經合法通知到場者，應依原定時間及處所即時詢問，不得拖延；惟其選任之辯護人於指定時、

地未到場者，不得即時詢問，以維嫌疑人權益 
經通知到場之犯罪嫌疑人，於詢問完畢後囑其返回，必要時由其家屬帶回，不得派員送返 

8 有關辯護人在場之限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辯護人在警察機關不得檢閱卷宗、證物或抄錄、攝影，惟得許其於執行搜索、扣押、勘驗或勘

察時在場，以維當事人權益 
辯護人接見犯罪嫌疑人時，司法警察人員應在場，防止發生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

或證人 
詢問證人非有必要時，犯罪嫌疑人及辯護人不得在場；證人指證犯罪嫌疑人時，該犯罪嫌疑人

之辯護人得在場 
辯護人有無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在場，應於詢問筆錄內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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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為確保指認犯罪嫌疑人之正確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犯罪嫌疑人係社會知名人士、與指認人互相熟識、曾與指認人長期近距離接觸或為經當場或持

續追緝而逮捕之現行犯或準現行犯者，得以單一指認方式為之 
實施指認，應指派非案件偵辦人員辦理，但因情況急迫或事實上之原因不能為之，而有全程連

續錄音及錄影者，不在此限 
實施指認，應依指認人描述之犯罪嫌疑人特徵，安排三名以上於外型無重大差異之被指認人，

供指認人進行真人選擇式列隊指認 
指認應於設置單面鏡之偵詢室或適當處所進行，並全程連續錄音及錄影。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

明事由者，不在此限 
10 有關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袋及相關證物鑑定後保管及後續處理流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被害人血液及胚胎，於鑑定後由實驗室保存 6 個月後銷毀 
②案件經告訴、自訴或警察機關移送者，證物袋及相關物證，應留存警察機關證物室，低溫冷藏

保管 
③性侵害案件被害人採證後無法聯繫或未報案者，其證物袋及相關證物送刑事局鑑定後，鑑定書

依法保存 
④證物袋及相關證物自採樣蒐集起，存放保管 1 年 6 個月後，仍無法聯繫被害人或查無其他證據

者，證物得進行銷毀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11 刑案現場數位證物，處理時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電腦主機：現場蒐證完畢後，移除電源及其他連接線材 
②儲存裝置：勿複製任何檔案至儲存裝置，以保持證物完整性 
③行動裝置：現場查扣行動裝置，應立即關機以隔絕其通訊及網路功能 
④網路設備：應先立即中斷網路設備運作，並查看所有連接之設備（注意以無線方式連接之行動

裝置），以蒐集相關資料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12 有關刑案現場數位證物的扣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執行扣押時，以扣押整套電腦設備為宜，包含電腦主機、螢幕、鍵盤、電源線及其他連接線等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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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物

交接並應維持證物監督鏈之完整 
扣押物品時，避免使用原扣押物的包裝或紙箱，以免扣押證物受損，影響其證據力，尤其是電

腦主機內含所有重要證據，更須小心拆裝搬運 
數位證物採取後應先進行初篩程序，並評估證物送鑑刑事局之必要性，以決定送鑑之先後順序 

13 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移送或報告之案件，認為調查未完備者，所採取的措施，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將卷證發回命其補足  發交其他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得限定時間命其補足或調查 逕行簽結 

14 刑案現場有各種搜尋方式，偵查人員發現現場屍體有槍傷，隨即尋找彈頭等物證，此方法之運用

屬於下列何種搜尋法？ 
連結式 線條式 放射式 分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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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偵查理論有所謂四面向連結理論，下列何者不屬於四面向連結理論的面向？ 
物證 犯嫌 現場 人證 

16 偵查技術可依動、靜態屬性，分為動態/功勢及靜態/非功勢兩類，下列何者屬於動態/功勢之技術？ 
①布建諮詢 ②查訪 ③測謊 ④犯罪剖繪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 ③④ 
17 針對特定犯罪過程，作分格影像畫面之慢速觀察，以確定犯罪行為細節及順序，以重建歹徒犯罪

過程，係屬於何種錄影監視影像之觀察法？ 
特定目標比對法 犯罪過程比對法 時間區段比對法 逐一畫面分析法 

18 有關犯罪剖繪與地緣剖繪原理之論述，下列何者正確？①犯罪現場反映犯罪者人格 ②簽名特徵

都很類似 ③地緣剖繪有引用犯罪型態理論 ④地緣剖繪適用於連續性犯罪的偵查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19 有關現場勘察與搜尋之論述，下列何者錯誤？ 
若基於找尋歹徒入侵路線及可能遺留之跡證，則應由內而外 
若要找尋歹徒逃脫時所掉落之跡證，則應由近而遠 
若欲尋找可能的兇器，則應由低而高 
若基於採證目的而搜尋跡證，則應由顯至潛 

20 被跟監對象四周街道巷弄均部署跟監者，並隨對象移動而移動全面監控，係屬下列何種跟監方法？ 
三角跟監法 平行跟監法 方陣跟監法 定線跟監法 

21 司法警察甲因他人之告發，而懷疑乙涉嫌性侵被害人丙，下列有關實施通知之偵查作為，何者正

確？①乙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②甲為調查犯罪情形及蒐

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丙到場說明 ③通知書，應記載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命拘

提 ④通知書，由司法警察官簽名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②  

22 有關現場勘察採證之論述，何者正確？①重大刑案由管轄警察分局長或其代理人擔任現場指揮官

②刑案現場任務編組的調查組長，可由資深之偵查人員擔任 ③刑案現場任務編組的勘察組長，

可由偵查隊長擔任 ④刑警大隊長抵達現場後，應立即從事犯罪調查工作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②  

23 有關拘提或逮捕及其後處置之論述，下列何者錯誤？ 
有事實足認為犯刑法第 185 條之 3 不能安全駕駛罪之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逸，而情況

急迫者，司法警察得逕行拘提之 
司法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得逕行搜索其立即可觸及之處所 
司法警察逮捕刑法第 185 條之 3 不能安全駕駛罪之現行犯者，得經檢察官之許可不予解送 
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違反逮捕到案犯罪嫌疑人之意思，採取其指紋 

24 有關司法警察調查犯罪之論述，下列何者正確？①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 

②於其管轄區域內，應受司法警察官或檢察官之命令偵查犯罪 ③實施調查犯罪有必要時，應封

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 ④檢察官對其所移送之案件，認為調查未完備者，得發交其他司法

警察調查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 ③④ 

25 有關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之論述，下列何者正確？①犯罪組織必須有 3 人以上

②限於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 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 ③組成必須

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 ④犯罪組織須有內部管理結構性為必要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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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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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警察人員 
科 目：刑案現場處理與刑事鑑識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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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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回答下列問題： 
試述新興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質（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NPS）

意義及包含那些類別？（9 分） 
請試說明下列物質之俗名、特性、類別、毒品管制級別等。（10 分） 

⑴mephedrone 
⑵3,4-methylenedioxypyrovalerone（簡稱 MDPV） 
⑶Para-methoxy-N-methylamphetamine（簡稱 PMMA） 
⑷k2 
⑸恰特草 

試述尿液新興毒品檢驗未用免疫學分析方法原因及目前不需使用衍

生劑衍生、具備靈敏度與專一性的適用檢測儀器為那一類型？以

MDPV 為例說明檢驗閾值為何？（6 分） 

二、小貨車於產業道路上撞到電線桿，員警獲報到場未發現小貨車駕駛，卻

於地上發現機車車殼碎片，進而發現一位頭戴安全帽的男性臥倒路旁護

欄外已死亡，小貨車駕駛棄車逃逸無蹤。現場勘察小組獲報前往勘察，

初步發現小貨車後方車箱上有一個 A 宮廟的香油錢箱子、一頂安全帽、

一件外套。初步查詢小貨車與香油錢箱子均為失竊物。試述如何勘察研

判、採證、鑑定達成以物證發現證明犯罪事實，建立關聯性之目的。（10
分）需包含血跡跡證初篩方法與 DNA 物證採證，（8 分）指紋物證與採

驗方法，（4 分）微物類跡證與採驗方法。（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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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7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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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物證（Physical Evidence）或其檢驗法：①血液 ABO 型別 ②彈底標記 ③穿過長時間且鞋

底有明顯破損的鞋印痕 ④玻璃的碎片型態 ⑤毛髮的髓質型態 ⑥同卵雙胞胎唾液的 DNA 

⑦指紋，請問有幾種具個化性特徵（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3  4 5 6 

2 根據李昌鈺博士將物證分成五大類之概念，下列請選出較適當者：①刑案現場中燃燒的香菸菸

味，為暫時性物證 ②火場火流走向，為型態性物證 ③死者指甲縫內殘留之嫌犯皮屑，為轉移

性物證 ④現場燈光明暗狀況為關聯性物證 ⑤路卡交換原理主要用於解釋情況性物證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③⑤ ②④⑤ 

3 有關屍體指紋現場前處理方式，下列請選出較適當者：①手指捲曲時可使用解剖刀削下指皮捺印 

②乾枯手指切下後浸入福馬林恢復彈性 ③溺斃屍體皮皺嚴重時，可將甘油打入指節內撐開表皮 

④腐敗糜爛的指皮可用沸水加熱 3 分鐘使其堅韌易於捺印 ⑤手指肌肉組織過於軟化可用

10-15%甲醇或乙醇浸泡 1 小時使皮膚堅硬 
①③④⑤ ②④⑤ ①②③④  ①③⑤ 

4 縱火現場證物採取與處理方法，下列請選出較適當者：①非極性可燃性液體（ignitable liquid）殘

跡可用尼龍 66 耐熱袋（聚醯胺袋）包裝 ②可疑縱火劑殘跡可用聚乙烯類（PE）塑膠袋包裝 

③鬼狀痕跡（ghost pattern）較易在塑膠地板出現 ④火焰離子化偵測器原理為將碳氫化合物吸

入後以加熱之鉑片燃燒偵測電阻變化 ⑤起火點位置之地毯證物採取碳化部分即可 
①③④ ①③ ②③⑤ ①②④⑤ 

5 有關刑案現場血跡型態重建之敘述，下列請選出較適當者：①重建時可透過測量血點之長寬比例

換算推估其撞擊角度 ②血跡在空中飛行時，近似圓球狀而非淚滴狀 ③附著在物體上之血跡因

物體運動而脫離，所形成的血跡型態稱為拋甩（cast-off） ④相同速度下之血跡，相較於粗糙面，

撞擊平滑的表面如玻璃時，其邊緣越少變形 ⑤物體在原本已存在血跡之表面接觸移動所形成之

血跡痕跡稱為塗抹型態（swipe pattern）血跡 
②③⑤ ①②③④ ①③⑤ ①④⑤ 

6 下列有關血跡指紋採取、運用與解釋的觀念，請選出較適當者：①若為成形紋，可直接先用各種

血跡指紋試劑進行採證 ②寧海德林法或 DFO 法顯示出的指紋，可以證明潛伏紋為血跡指紋 

③發光胺（luminol）雖然靈敏度高，但因螢光微弱且易讓紋路暈開，所以較少用在潛伏血跡指紋

之顯現 ④四甲基聯苯胺法（TMB）可能對蔬菜或水果產生偽陽性反應 ⑤屍體皮膚上有疑似

血跡手印，可用寧海德林法顯現 
①②④ ③④ ②④⑤ ①③⑤ 

7 有關筆跡鑑定的相關敘述，下列請選出較適當者：①反覆出現在個人書寫字跡的特性，稱為穩定

性或再現性 ②個人間書寫特徵不同，稱為稀少性 ③刻意以自我意識改變特徵，如換手書寫而

寫出的字跡稱為做作字跡（disguise） ④將他人筆跡置於下方以透射光線描繪其筆畫之方法稱

為透寫（traced forgeries） ⑤檢視筆順時，可以發現後寫的筆劃邊緣型態會被先寫的筆劃破壞 
①③④ ①③⑤ ②④⑤ ②③④ 

8 有關體液鑑定方法與原理，下列請選出較適當者：①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30）在結紮男性之精

液仍可偵測到 ②尋找尿液斑應使用大於 600 nm 以上之光源輔助尋找 ③以 Nuclear Fast Red 染

料可將精子頭部染成紅色，觀察檢體中是否有精子細胞 ④血基質（heme）具有類似過氧化酶

活性，可作為初步檢測血跡之用 ⑤傳統使用 Taichman 結晶試驗檢驗血跡之缺點為其特異性不高 
②③⑤ ②③④⑤ ①②⑤ ①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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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刑事 DNA 鑑定方法與原理，下列請選出較適當者： mt DNA① 呈單股環狀穩定結構，具母

系遺傳特性 DNA② 定序時，可用 ddNTP（雙去氧核醣核苷三磷酸）中止 DNA 鏈反應 PCR③

反應之循環次數可以無限延伸以獲取最大產物量 RFLP④ 法較 PCR/DNA-STR 法，消耗更多檢體 

STR⑤ 為短重覆序列，亦即重覆單元（repeat unit）通常介於 20-50bp 間 
②③④⑤ ①③④ ②④ ②④⑤ 

10 下列有關各種儀器分析方法與原理，請選出正確者： 
紅外線光譜法（FTIR）只可用於定性分析，無法用於定量分析  
原子吸收光譜法（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scopy）屬於非破壞性方法  
內標準法（internal standard calibration method）是在標準溶液與待測樣品溶液中均加入等量的

內標準物後再進行定量分析  
外標準法（external standard calibration method）是將一系列不等量的內標準物外加到一定量的

待測樣品中再進行定量分析 
11 下列有關我國目前地下毒品工廠製毒現況之描述，請選出較適當者：①麻黃素與氯化亞硫醯反應

產生氯甲麻黃素稱為鹵化階段 ②格林納反應是製造卡西酮類毒品之反應 ③胺化還原法合成

甲基安非他命主要以苯基丙酮（P2P）為原料 Birch④ 還原法主要使用鋰或鈉加速反應製作甲基

安非他命 ⑤鹽酸羥亞胺異構化後可產生甲基安非他命 
①②③ ②④⑤ ②③④ ①③④ 

12 某知名飲料公司收到一封被雨淋濕的恐嚇信件，警察局接獲報案後派現場處理人員前往採證，請

問下列採取現場潛伏指紋的方法何者最適當？ 
寧海德林法（Ninhydrin） 硝酸銀法（Silver Nitrate）  
物理顯現法（Physical Developer） 碘燻法（Iodine） 

13 當查獲種植大麻的案件時，若大麻已被曬乾製成大麻菸草，外觀不易辨識，下列那一種試劑最適

合現場處理小組用在大麻菸草的初步呈色試驗？ 
Duquenois -Levine 試劑 Scott 試劑  
Marquis 試劑  Modified Dille-Koppanyi 試劑 

14 有關現場物證之採集、包裝與保存，下列敘述有幾項正確？①可用金屬小鑷子夾取子彈浸入硝酸

銀溶液中以顯現指紋 ②可用細繩索穿過護弓提起現場查獲之槍枝，置入紙盒內固定 ③現場的

衣物物證必須待自然風乾後，置入塑膠袋保存 ④可用雙面碳膠鋁座在待鑑者的虎口部位按壓採

取射擊殘跡 ⑤可用棉棒沾生理食鹽水轉移現場乾燥血跡斑。 
2  3 4 5 

15 對於現場處理人員在現場所採取的未知粉末，若鑑識人員欲了解其分子量資訊，請問使用下列那

一項分析方法最合適？ 
紅外線光譜法  螢光光譜法  
氣相層析/電子撞擊游離質譜法 液相層析/電噴灑游離質譜法 

16 下列那一種方法最適合用於塑膠材質之毀損字跡的重現？ 
熱處理法 電解法 超音波氣穴蝕刻法 磁粒法 

17 下列有關爆炸現場處理及鑑識之敘述，何者最適當？ 
爆炸物的爆速在每秒 500 公尺以上者，稱為高爆藥  
雙基火藥之主成分為硝化纖維和硝化甘油  
諾貝爾的代拿邁原始配方為 50%硝化甘油與 50%矽藻土之混合物  
爆炸物現場採得之小體積爆炸殘跡可以用金屬罐或聚乙烯塑膠袋包裝 

18 對於交通事故現場因碰撞而轉移之微量汽車油漆鑑識問題，下列敘述那幾項較為適當？①底漆通

常比表漆使用較多的無機顏料 ②底漆形成乾膜所需交聯反應（crosslinking）的烘烤溫度通常比

表漆為低 ③目前汽車原漆的透明漆最常使用接合劑樹脂（binder resin）為壓克力樹脂 ④掉落

在現場的漆片上除不規則的邊緣吻合比對外，表面刮擦痕比對亦具有個化價值 ⑤熱解氣相質譜

法分析油漆之接合劑樹脂時，通常熱解器的溫度設在 350℃以下 
①②③ ③④⑤ ①③④ ②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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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進行現場證物之數位攝影時，為獲取真實正確的影像效果，必須正確使用比例尺一起進行拍

攝，下列關於比例尺上各種設計的功能敘述那幾項較為適當？①黑白粗線段，可在被攝物缺乏對

比時，輔助自動對焦模式找到焦點 ②灰色區域有助於檢查色彩是否正確 ③白色區域有助於檢

查曝光是否正確 ④圓形內的十字有助於檢查相機是否與證物保持垂直 
①②④ ②③ ①③④ ①④ 

20 有關使用氣相層析質譜法（GC/MS）進行縱火現場遺留可燃性液體殘跡鑑定的敘述，下列那幾項

較為適當？①在全離子掃描模式（full scan mode）下分析殘跡的萃取物時，可獲得低雜訊的總離

子層析圖（TIC） ②為比對出可燃性液體的種類，實驗室必須建置各類油品的驗證標準品

（certified standards）資料庫 ③利用特徵離子所萃取出來的萃取離子層析圖（EIC 或稱 EIP）比

總離子層析圖的譜型簡單 ④利用標的化合物所製成之條狀層析圖（稱為 TCC）須先利用滯留

時間、基峰與次基峰、及基峰與次基峰比值等 3 個參數確認層析標的化合物 ⑤可使用指定離子

監測模式（selected ion monitoring mode）以獲取每一支層析波峰的完整質譜資料 
①②④ ②③ ③④ ②④⑤ 

21 多波域光源是刑案現場搜尋各類潛伏體液斑常用的工具，下列有關應用多波域光源的敘述那幾項

較為適當？①乾燥血斑在紫外光波域激發下可發出螢光 ②精液斑以紫外光為激發光源發出螢

光，其他波域光線均無法產生螢光 ③在各波域光源中，乾燥血斑對紫色光源的 415 nm 吸收最大 

④乾燥尿液斑在適當的波域激發下可發出螢光 ⑤乾燥唾液斑在適當的波域激發下可發出螢光 
③④⑤ ①④ ②③ ①②④ 

22 當進行命案現場勘察時，為從被害人黑色衣物上顯現出血斑位置，下列有關使用紅外光反射攝影

法的敘述那幾項較為適當？①黑色衣物因吸收紅外光而顏色變深 ②黑色衣物因反射紅外光而

顏色變淺 ③血斑因反射紅外光而顏色變淺 ④血斑因吸收紅外光而顏色變深 ⑤使用紅外光

反射攝影法無法應用在黑色衣物上顯現出血斑，必須使用紅外光發光攝影法 
⑤ ①③ ①③④ ②④ 

23 對於勘察室內刑案現場時，使用低角度斜光（白光）蒐尋光滑磁磚表面遺留塵土鞋印痕的描述，

下列那幾項較為適當？①關掉室內現場天花板上光源的落射照明，有助於觀察鞋痕遺留的位置 

②斜光照射時使用角度越低（光源越貼近磁磚），則磁磚表面越亮 ③斜光照射時使用角度越低

（光源越貼近磁磚），塵土鞋痕越暗 ④斜光照射時光滑磁磚表面產生鏡面反射（specular 
reflection） ⑤斜光照射時塵土鞋痕產生擴散反射（diffused reflection） 
①④⑤ ②③  ④⑤  ①②③  

24 有關車禍肇事現場所遺留的玻璃跡證及其鑑定，下列敘述何者最適當？ 
玻璃和石英的主要成分均為二氧化矽的結晶性固體  
汽車門窗所使用的玻璃一般稱為回火玻璃或稱強化玻璃  
有顏色的玻璃大部分都是加入非金屬氧化物的結果  
利用 Becke line 測定玻璃折射率 ，式中 m 為溫度每上升 1℃溶液的折射率上

升數值 
)25(25 −−= Tmnn D

T
D

25 下列那一種分析方法最適用於分辨異質性顏色（metameric color）的兩個證物檢體？ 
顯微紅外光譜法 顯微拉曼光譜法 顯微分光光譜法 偏光顯微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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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為乙女之長子，2 人同住在一起，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 條第 3 款
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甲因經濟狀況不佳，長期照顧久病之乙，身心俱
疲，竟酒後與其配偶丙發生爭執，心情低落，又受乙責備，一時氣憤，
衝進住處廚房拿取菜刀 2 把，甲明知頭顱為人類身體之重要部位，如持
利器砍擊該部位，足以產生使人死亡之結果，竟基於殺害乙之犯意，持
菜刀 2 把追趕乙，並持菜刀 2 把朝乙頭部及身體其他部位揮砍至少 10
餘刀，乙倒臥客廳後拜託甲報案救護，甲竟對倒臥在血泊中之乙稱：要
讓你血流乾，等你死了，其就自殺等語。嗣後因乙之次子丁返家後見狀
立即報案，乙於同日晚間至戊醫院急診，惟仍因此受有失血性休克、頭
部及全身多處撕裂傷等傷害，並於翌日術後入加護病房觀察，始倖免於
難。試論甲應構成何罪？請詳述理由說明。（25 分） 

二、甲為高中畢業，有多年工作經驗，依其社會生活通常經驗，可預見將金
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或密碼等帳戶工具交付他人，可能成為不法
集團詐欺被害人財物時，供匯交、提領款項所用，進而幫助該不法集團
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且該不法集團於被害人匯入詐欺取財之贓款後，可
再利用語音轉帳或以存摺、金融卡提領等方式，將詐欺犯罪所得之贓款
領出，使檢、警、憲、調人員與被害人均難以追查該詐欺犯罪所得財物，
而掩飾該不法集團所犯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仍基於縱使他人利用其所
提供之金融帳戶工具實施詐欺取財，並作為掩飾詐欺取財罪不法犯罪所
得去向之用，亦不違其本意之洗錢及幫助詐欺不確定故意，將其所有之
A 金融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予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詐欺集
團成員，以供該詐欺集團成員存、提款、轉帳及匯款所用，以此方式幫
助該詐欺集團成員向他人詐取財物。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即利用甲所提供
之 A 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以訛稱先前網路購物遭錯誤設定
為分期約定轉帳，將導致重複扣款，需協助取消設定等方式，向乙施用
詐術，致乙因此陷入錯誤，匯款新臺幣 3 萬元至上開 A 帳戶內，該姓名
及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詐得上揭金額後，旋即自上開 A 帳戶內提領
一空，而掩飾該詐欺取財罪犯罪所得之去向。試論甲應構成何罪？請詳
述理由說明。（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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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因涉及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起訴後，於第一審法院審理中，甲並未選

任辯護人，亦未經法院指定辯護人，甲為證明自己清白，聲請法院拷貝

付與檢察官引為證據之監視器錄影光碟內容，以供自己能詳細看過，作

為訴訟防禦之用，試論法院應否准許？請詳述理由說明。（25 分） 

四、甲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不得非

法持有及販賣，竟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營利之犯意，以

所持用行動電話連結網際網路登入 A 通訊軟體，並以暱稱「聞」在前開

通訊軟體之「總代理」群組內，發送「銷售$品質優 」之販售毒品訊息，

伺機向不特定人兜售前開毒品。適有警員乙在執行網路巡邏勤務之際，

見狀便與甲使用上開通訊軟體交談，雙方議定在 B 便利商店見面，以新

臺幣 8,000 元之價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5 公克後，甲即

騎乘機車攜帶上開毒品至 B 便利商店，擬與佯裝購買毒品之警員乙見面

交易毒品，藉此販賣牟利。嗣甲抵達後，即與佯裝購買毒品之警員乙確

認交易數量及價金，警員旋即表明警察身分，當場逮捕甲，並扣得上開

第二級毒品及供甲聯繫販賣毒品事宜所使用之上開行動電話 1 支，甲始

未得逞。試論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5 公克及甲持用之行動電

話 1 支，有無證據能力？請詳細敘明理由。（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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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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的時代裏，所謂「閱讀」，讀的是紙本的書籍，但在今天
的數位時代，由於人們普遍使用電腦、網路、手機，閱讀的習慣
改變了，愈來愈多的人不再接觸紙本書籍，這樣的改變有什麼得
與失呢？請以「數位閱讀的得與失」為題，作文一篇，闡述你
的體會與看法。 

二、公文：（20 分） 
請參考下述資訊，試擬教育部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轉知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建置有「非洲豬瘟資訊專區」網站
暨相關宣導資料，請協助向轄境學校教職員工學生及家長宣導，共
同防範非洲豬瘟，防杜疫病入侵。 
一、去（107）年 8 月 3 日中國大陸首例非洲豬瘟爆發，至今（108）

年 4 月 19 日其全境均已傳出疫情。 
二、我國政府於去年 12 月 18 日成立跨部會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 
三、非洲豬瘟係由病毒引起的具高度傳染性豬隻疫病，其豬隻發病

率及致死率極高，但不會傳染人類。 
四、該病以接觸傳染為主，可經由廚餘、節肢動物、動物分泌物或

排泄物、車輛及人員夾帶物品等方式傳播。 
五、其病毒可長期存在於環境、排泄物（例如豬舍及糞便）；以及豬

肉製品（冷藏豬肉 100 天、冷凍豬肉 1,000 天）。 
六、切勿網購或攜帶任何疫區的豬肉製品入境，違規者最高可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金。 
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教育部，說明該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建置

有「非洲豬瘟資訊專區」網站（https://www.baphiq.gov.tw/）暨
相關宣導資料，並請協助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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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5301、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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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成語運用正確的選項是： 
葉老師的課程「不可言喻」，緣自於他固執的性格 
出國深造之後，閔閔的學問已到達「升堂入室」的境界 
謙謙經常擺出「神氣活現」的姿態，他的父母感到十分寬慰 
他最近出了一本「言之鑿鑿」的小說，賺進一筆為數不小的版稅 

2 《孟子•梁惠王》：「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不忍見其死；聞其聲，不忍食其

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適合「君子」的描述是： 
重視養生 遠離肉食 事死如生 愛惜生命 

3 狙氏子不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不舉，毛羽不彰，兀然若無飲啄

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子死，傳其

術於子焉。乃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嘴距銛利者，不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

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也，有是夫！（羅隱《讒書》） 
依據上文，狙氏子所飼雞隻的特徵是： 
身形魁梧，制敵機先 其貌不揚，實則雄武 
威武不屈，氣定神閒 外表剛勇，色厲內荏 

4 承上題，上文「道之壞也」所歎惋的「壞」是： 
巧言令色，欺上瞞下 怯於公戰，勇於私鬥 
棄實務華，只求形似 門庭衰薄，後繼無人 

5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

境乎？」管仲曰：「非天子不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不道

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說苑．

貴德》） 
根據上文，諸侯皆向齊國朝拜的主要原因是： 
諸侯心服齊國教化 諸侯爭相討好齊國 
齊國能夠尊重諸侯 齊國武力威嚇諸侯 

6 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不如『笙歌

歸院落，燈火下樓台』。此善言富貴者也。」（歐陽脩《歸田錄》） 
上文中認為後詩較前詩「善言富貴」的主要原因為何？ 
院落、樓台實較黃金、美玉更為珍貴 前詩所描繪的生活比較缺乏積極意味 
後詩比前詩多了雍容風雅的生活品味 後詩暗示夜夜笙歌、貴客盈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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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個道：「我今日看見一張顏魯公的墨跡，那骨董掮客要一千元，字寫得真好，看

了他，再看那石刻的碑帖，便毫無精神了。」一個道：「只要是真的，就是一千元

也不貴，何況他總還要讓點呢！但不知寫的是甚麼？」那一個道：「寫的是蘇東坡

〈前赤壁賦〉。」這一個道：「那麼明日叫他送給我看。」我方才好容易把笑忍住

了，忽然又聽了這一問一答，又害得我咬牙忍住；爭奈肚子裡偏要笑出來，倘再忍

住，我的肚腸可要脹裂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上文所述，可笑之處何在？ 
搞錯作者－〈前赤壁賦〉的作者是蘇轍而非蘇東坡 
不識貨－顏真卿墨寶難得卻還錙銖必較、討價還價 
有眼無珠－作者「我」即是顏魯公，旁人不識泰山 
不辨真偽－顏真卿乃唐人，無法寫宋代蘇軾的文章 

8 「『痛苦』和『快樂』其實一牆之隔，他們是一對孿生兄弟。譬如一位嗜好閱讀或

聽音樂的人，弄到後來，愛閱讀的人總想再往前跨一步，也能成為作家；愛樂者也

一樣，總有一天，他渴望自己成為小提琴家、鋼琴家、聲樂家或者指揮家，而這跨

越的一步，就會碰觸痛苦。所以嗜好還是止於做一位玩票者，對名和利推得愈遠愈

好。」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上文旨意？ 
心無罣礙，得大自在 保持距離，以免沉溺 
美感體驗，遠香近臭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9 「所謂『線性關係』是指在同一個個體中，會有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變化。如

果能跳出『線性關係』的侷限，可以使我們對人生產生更圓融的看法。譬如一般人

看一根木柴燒成灰燼，會認為木柴在先，灰燼在後。但是，我們不要以為『後來的

灰燼』就是『以前的木柴』，意即木柴就是木柴，灰燼就是灰燼，因為每一個剎那

都是獨立的，都是『無盡的現在』。」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並非「線性關係」？ 
清水凝結成冰 少女變成老婦 父母孕育子女 種子開花結果 

10 「有自信的老闆不喜歡唯唯諾諾的員工，因為這樣的員工不能提供不同的想法；他

也不會喜歡傲慢的部屬，因為他們常惹是生非。員工最喜歡的老闆，也是有自信的

老闆，因為他不需要用凶狠來維持權威。」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文中所描述「有自信的老闆」？ 
身先士卒，賞罰分明 兢兢業業，勇於突破 
術業專精，心態開放 洞燭機先，有守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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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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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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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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下列英文譯為中文（10 分） 
The prevalence of social media has triggered many new, often 
anonymous, forms of violence that take place exclusively online. 
Cyber-bullying generally involves using the Internet to threaten, harm, or 
socially exclude others. The most frequent form of bullying is writing a 
mean comment on someone's photo or posts on social media sites. 

二、中譯英：請將下列中文譯為英文（15 分） 
盜用身分指的是藉由盜取個資進行詐欺行為，例如申請信用卡、報
稅、或是獲得醫療服務。小孩和老年人是這種詐欺行為最容易下手的
受害者。要是發生在小孩身上，受害者可能在多年之後，已經成年要
申請貸款時才發現身分被盜用。至於老年人，因為他們常常把個資告
知醫師或照護者，結果讓自己擔著身分被盜用的風險。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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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之財政，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經費負擔涉及財政自主權事項，並無法律保留原則之

適用  
基於國家整體施政之需要，對地方負有協力義務之事項，中央得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相關經費 
法律之實施須由地方負擔經費者，於立法過程中，應給予地方政府充分之參與  
中央對地方為補助時，立法院不得逕因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之公務員未到會備詢，而據以為

刪減或擱置中央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補助款預算之理由 
2 依憲法規定，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事項，下列何者不屬之？ 
警政 公用徵收 郵政、電信 失業救濟 

3 依現行制度，得聲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之主體，不包括下列何者？ 
最高法院  總統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法官 考試院 

4 關於法官之身分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憲法上的法官，皆享有終身職保障  
憲法上的法官，皆享有免於停職、轉任或減俸之保障  
各級法院庭長職務之任免，屬於憲法上法官身分保障之範圍  
有關庭長之遴選及任免等相關人事行政事項，涉及法院組織，應以法律規定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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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考試院院長與考試委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考試院院長與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考試院院長由考試委員擔任  
考試委員之人數與任期屬法律保留事項  
考試委員應超出黨派，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憲法隱私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個人在公共場合之言行也受到隱私權保障  
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受隱私權保障  
檢察官若認為某人有犯罪嫌疑，且情況急迫，即得核發通訊監察書，監控其通訊  
受刑人對外發受之書信，仍受憲法隱私權及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 

7 所得稅法規定，納稅義務人之子女年滿 20 歲以上，因在學校就學，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於計算個人綜合所得淨額時，得減除此項扶養親屬免稅額。財政部函釋則認為：臺灣地區人
民年滿 20 歲，就讀學歷未經教育部認可之大陸地區學校者，不得依上述規定列報扶養親屬
免稅額。此一函釋違反下列何項原則？ 
租稅法定主義 實質課稅原則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人民應考試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包括人民參加考試，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權利  
包括人民參加國立大學研究所入學考試之權利  
對於應考試權之限制，應以法律為之，並不得授權行政機關另訂行政命令  
要求以外國學歷應牙醫師考試者，須在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完成臨床實作訓練的規

定，違憲 
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工作權限制規定之審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營業之方式、時間、地點所為之管制，須係為追求「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始得為之 
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主觀條件，例如年齡、道德標準等條件，須係為追求「公共利益」

所必要者，始得為之  
要求人民從事職業應具備一定之技能、訓練、體能等條件，須係為追求「重要之公共利益」

所必要者，始得為之  
設定進入市場之數量限制條件，與申請執業之個人特質無關，且該條件之成就與否非該個

人所能左右者，須係為追求「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始得為之 
10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9 號解釋意旨，政府採購得標廠商員工總人數逾 100 人者應進用一定比例

原住民，未進用者令繳代金之規定未違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相關規定涉及雇主財產權及營業自由之限制，另有保障原住民工作權之給付請求權性質  
得標廠商僱用員工之自由，因保障原住民權益之重要公益而應受合理之限制  
未獲政府採購得標廠商僱用之原住民，得請求國家提供至另一廠商工作之機會  
得標廠商應繳納之代金金額，其額度應達到使其未來有意願僱用原住民之程度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7 條之平等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於選舉制度中，保障婦女或原住民族之當選名額，與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並不當然牴觸  
無正當理由而對相同事物為差別待遇，或對於不同事物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均屬違反平

等原則 
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就原具公務人員身分之留用人員原有年資辦理結算，與平等原

則尚無牴觸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不准曾犯特定罪名且經判決罪刑確定者，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

業登記，與平等原則不符 
12 下列何者不涉及憲法保障之結社自由？ 

法律規定審計長不得加入政黨 人民團體理事長之選任產生方式  
法律強制律師須加入律師公會始能執業 一群人於同一時間在電影院觀看電影 

1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不受憲法第 13 條宗教自由之保障？ 
公職人員擔任特定宗教法人之義工 公立小學與宗教團體合作實施宗教課程  
人民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新興宗教團體 公立大學宗教性學生社團向校方申請經費補助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並不適用嚴格審查標準？ 
對一般人民言論之「事前審查」 對「新聞媒體」採訪行為之干預  
對言論「內容或觀點」之限制 對「非視障者從事按摩業之職業自由」之限制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國家得限制下列何種身分人民之入境自由？ 
曾協助他人非法入出境之有戶籍人民 於境內出生而僑居國外之無戶籍人民  
實際居住地與戶籍登記地不同之人民 設籍國內但具有雙重國籍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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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行政法作為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依據時，雖非刑事上之逮捕拘禁，亦僅得由具組織法上

之形式「警察」為之  
以行政法作為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依據時，非屬刑事上之逮捕拘禁，因未涉人身自由之核

心，不受比例原則之拘束 
以行政法作為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依據時，雖非刑事上之逮捕拘禁，仍受憲法正當法律程

序之保障  
以行政法作為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依據時，因非屬刑事上之逮捕拘禁，均毋須法院之事前

許可 
17 有關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8 項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具有憲法委託的性質  
立法者對如何立法實現社會福利工作，具有裁量權  
立法者如未立法保障社會弱勢族群之就業，可能構成違憲之立法怠惰  
國家對於各項社會福利工作之支出均應優先編列 

18 依憲法增修條文有關基本國策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應兼籌並顧，當二者衝突時，以環境保護為優先  
國家應扶助並保護大型經濟事業  
國家應促進產業升級，推動農漁業現代化，重視水資源開發利用  
為求市場自由化，國家對於公營金融機構之管理，不得以法律特別規定 

1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官在個案審理中，得逕行拒絕適用其認為牴觸憲法之法律  
法官如認判例違憲，得聲請大法官解釋  
法官在個案審理中，得逕行拒絕適用其認為牴觸法律之法規命令  
法官縱認判例違憲，於審判時仍不得拒絕適用之 

20 某甲因拒繳所得稅，國稅局命甲補稅，甲用盡通常救濟程序後，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如大法官宣告所得稅法相關規定違憲且立即失效，甲仍不得依大法官解釋而提起再審  
如大法官宣告所得稅法相關規定違憲且定期失效，甲仍可依大法官解釋而提起再審  
於大法官作成解釋前，甲就因同一法律規定而生之另一補稅事件，再聲請大法官解釋，如

大法官未併案審理，後案即無從提起再審  
於大法官作成解釋前，甲因同一法律規定又收到另一補稅處分，得逕行向司法院大法官聲

請解釋併案審理 
21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行政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  
行政院院長辭職或出缺時，在總統未任命行政院院長前，由行政院副院長暫行代理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之責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認為窒礙難行時，得移請立法院覆議，毋需經總統核可 

22 下列何者應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任免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命令 宣告解散立法院  
發布大赦令  召開國家安全會議 

23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監察院組織與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監察委員不具有言論免責權與不逮捕特權 監察委員對總統無彈劾權  
監察委員本身不受彈劾 監察院無人事同意權 

2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總統、副總統之選舉與罷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  
總統、副總統之當選，採相對多數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

後提出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選舉人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之投票，有效

票過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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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與藥害救濟制度之設置無關？ 
生存權之保障  健康權之保障  
社會福利救濟措施之實現 財產權之保障 

26 關於為新聞採訪之目的所實施之跟追行為，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受憲法第 22 條之一般行為自由保障 受憲法第 8 條之人身自由保障  
受憲法第 15 條之工作權保障 受憲法第 11 條之新聞採訪自由保障 

27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屬於人格權直接保障之範圍？ 
更改姓名  免於因罹患傳染病而受強制隔離  
就讀研究所  表達政治意見 

2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國家遭遇重大變故，在夫妻隔離，相聚無期之情況下所發生之重婚事
件，若仍適用民法規定予以撤銷，牴觸憲法何項權利？ 
平等權 人身自由權 訴訟權 婚姻自由 

2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種權利非受憲法第 22 條之保障？ 
相同性別之二人無法依據民法親屬篇婚姻章結婚，主張婚姻自由受侵害  
人民欲更改姓名未獲准許，主張其姓名權受侵害  
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者遭受處罰，主張營業自由受侵害  
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年，被少年法院命收容於少年觀護所，主張少年人格權受侵害 

30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之制定，係爲保障人民下列何種權利？ 
家長之教育選擇權 結社自由 工作權 平等權 

3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人民納稅義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租稅主管機關得頒訂解釋課稅構成要件之行政規則  
特別公課課徵之目的與用途與租稅相同  
地方得制定自治法規課徵租稅，無須法律之授權  
無論人民所得多寡一律課徵相同金額之租稅，不違反公平課稅原則 

32 依憲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公民投票得適用之事項？ 
法律之創制 重大政策之創制 修憲案之複決 領土變更案之複決 

33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曾明文承認受表意自由保障者，不包括下列何者？ 
經營通訊傳播網路等設施 要求傳播媒體提供版面或時間以表達意見 
為獲取利潤而對大眾散播描繪性行為之影像 為抗議拆遷而躺臥於挖土機前方 

3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8 條所要求之法官保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人身自由加諸任何限制時，皆須事前經由法官裁定，方得為之  
法官保留係屬憲法要求之法定程序內涵，但僅適用於具有刑事被告身分之人  
人民因犯罪嫌疑遭逮捕拘禁時，逮捕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 24 小時內移送至該管法院  
人民遭到無權責機關之逮捕拘禁，得向法院聲請追究，法院應先命逮捕拘禁機關查覆後，

再依法處理 
35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並非國家應優先編列之支出經費? 

醫療健保 社會救助 國民就業 國民教育 
3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最高司法機關發布規則之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最高司法機關得發布命令，但不得牴觸審判獨立  
最高司法機關得發布規則，就審理程序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為規定  
最高司法機關得提供司法實務上之見解，作為所屬司法機關人員執行職務之依據  
最高司法機關發布之命令有涉及審判上之法律見解者，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受其拘束 

37 以下何者非屬立法委員依法對行政權所得行使之監督範圍？ 
個別立法委員召開公聽會揭露有毒食品，指責衛生主管機關未進行有效監督  
個別立法委員調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執行性別平等之文件資料  
個別立法委員提出質詢  
個別立法委員於委員會詢問參謀總長 

3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我國獨立機關之權限運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院基於行政一體，對所有行政院所屬機關之整體施政表現負責，但不包括獨立機關  
基於權力分立原則，立法院對行政院有關獨立機關之人事決定權得為一定限制，以為制衡 
獨立機關之首長不得由其成員互相選任產生之  
行政院必要時得依職權設置相當於部會層級之獨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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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關於監察院之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彈劾與糾舉行使之對象與事由相同  
彈劾案提出後，應由被彈劾者所屬公務機關追究其法律與政治責任  
糾舉案通過後，若違法行為涉及刑事者，應將案件移送被糾舉人之主管長官  
糾正案由監察委員 1 人以上之提議，9 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 

40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不信任案及解散立法院，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於立法院提出不信任案時，行政院院長即得解散立法院  
不信任案不得於立法院常會以外之期間提出  
立法院除得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外，亦得罷免之  
總統經行政院院長之呈請，並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解散立法院 

41 Chicago P. D., an American TV drama, shows how the uniformed cops and the Intelligence Unit 
work together to combat         crime, drug trafficking, high profile murders and beyond. 

organized  modernized  coordinated  cooperated  
42 Policewomen are often found to be more capable of talking their way through difficult situations or 

listening to         of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criminals  colleagues  inflictors  

43 Although prosecutors and judges regard criminals’ confessions as important, police investigators 
should also search for         by resorting to scientific methods. 

verdict  evidence  sentence  penalty  
44 The police cannot arrest someone just because they highly         someone might be a criminal. 

praise  pretend  suspect  evaluate  
45 Surveillance camera databases are becoming          tools for the police to solve criminal 

problems. 
useless  crucial  disturbing  controversial  

46 Helen, a 16-year-old girl, was walking her dog at 6 in the morning in a park when she 
was        . Someone called to threaten to kill her if the ransom was not paid. 

identified  kidnapped  mugged  robbed  
47 At his second trial, Syed, then 19, was         of first-degree murder, and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plus 30 years. 
announced  assumed  convicted  decided  

48 Some police officers have suffered post-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after a disaster rescue 
operation and seeing too many corpses. 

modern  frontier  deadline  traumatic  
49 Generally, police officers take 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ir careers, which affirms their 

standards of integrity, bravery and honor. 
oath  elevator  usher  adventure  

50 Becoming a police officer doesn’t rely heavily on formal education; in fact, a high school         is 
often the minimum formal education required. 

transcript  resume diploma  autobiography  
請依下文回答第 51 題至第 55 題 

(CNN Business) Tesla is selling its cars with the option of “full self-driving capability,” a feature 
that’s drawing criticism from experts on self-driving technology. Experts say Tesla’s full self-driving 
feature is really a “partial” self-driving feature that handles minor driving tasks such as keeping pace 
with other cars on a highway and still requires diligent    51   oversight. To most autonomous vehicle 
experts, “full self-driving” means a car in which a person could safely fall asleep    52    the wheel 
and the steering wheel and pedals aren’t even needed. They say the general public doesn’t understand 
this, and misperceptions abound. A 2018 study found that 71% of drivers believed they could purchase a 
self-driving car today, despite no fully autonomous vehicles being available for sale. Experts warn that 
this lack of understanding could be deadly as humans may put too much    53    in systems like 
Tesla’s, leading to crashes. Part of the problem, according to experts, is that governing bodies haven’t    
54    a definition for self-driving vehicles. Some experts tell CNN Business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step in to prevent businesses from misleading and confusing    55   . One says, “Tesla’s use of this 
term is totally irresponsible.” 
51 human  animal  mechanical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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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upon  beneath  behind  against 
53 need  trust  effort  obligation  
54 operated  dissolved  overthrown  standardized  
55 mechanics  pedestrians  consumers  passengers  
請依下文回答第 56 題至第 60 題 

“Forensic science” means applying scientific methods and processes to solving crimes. Forensic 
science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many criminal cases and convictions. The extraordinary 
innovations and advancements in forensic science have allowed it to become a highly developed science 
that involves a number of disciplines. The field of forensic science draws from a number of scientific 
branches, including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 with its focus being on the recognition,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hysical evidence. These scientific experts use microscopic examining 
techniques, complex instruments,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scientific principles, and reference literature 
to analyze evidence as to identify both class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decade, they have 
started using laser scanners, drones and photogrammetry to obtain 3D point clouds of accidents or crime 
scenes. Reconstruction of an accident scene on a highway using drones involves data acquisition time of 
only 10-20 minutes and can be performed without shutting down traffic. The majority of forensic 
scientists perform their jobs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 forensic laboratory or morgue; their work may 
also take them outside of the laboratory and to the crime scenes, where they observe the scene and 
collect evidence. Forensic scientists may work for local, state and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government, private laboratories, and hospitals. They may also serve as independent forensic science 
consultants. 
5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evaluations best shows the standing of forensic science? 

It is a technology too  complicated for the police to employ.  
It is the only technology the police use to solve crimes.   
It is nowadays helping the police a lot in solving crimes.   
It is used to observe criminals’ behavior.  

5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describes forensic science? 
It is an outdated study of science.   
It is a new field of study not yet well -developed. 
It is an old science just newly innovated.   
It is a science that integrates many fields of study.  

5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Reconstruction of an accident scene on a highway has to shut down traffic.   
Using drones to reconstruct an accident scene takes too much time.   
Reconstruction of an accident scene on a highway uses drones.   
Using drones to reconstruct an acciden t scene may frighten drivers on a highway. 

5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bout forensic scientists? 
They only work in the laboratories to analyze evidence.   
They do not need to visit the crime scenes to collect evidence.   
They are not confin ed to laboratories to examine evidence.  
They use high technology to play 3 -D computer games. 

6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The contribution of forensic science is becoming much greater.   
Forensic scientists on ly work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contribution of forensic science exceeds scientific research.   
One possible career path for a forensic scientist is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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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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宗教團體甲，主張極端宗教言論，認為世界末日即將到來，舉辦各項
活動討論並發表言論，強調其真實性，造成人心惶惶，該團體並計劃舉
辦世界末日大遊行，向該轄集會遊行之主管機關警察分局乙，申請於某
日在某地舉辦室外集會遊行，在此乙若認為甲舉辦之集會遊行，應不予
許可或者即使許可，亦應有所限制。請問室外集會遊行不予許可之情
形以及許可限制事項為何？請綜合論述之。（15 分）另主管機關乙在
適用法規之涵攝過程，針對不確定法律概念，係採取何項法理，其概念
為何，請論述之。（10 分） 

二、甲市政府近幾年來工商業發達，人口增加迅速，生活富裕，然而貧富差
距加大卻治安日漸敗壞，尤其甲市所轄各大公園廁所以及涼亭常成為群
眾聚集之處所，並常有犯罪案件發生，故為預防犯罪，甲市政府要求警
察局乙，能在各大公園廣設監視錄影器，警察局乙承接市府指令，擬在
各大公園廁所與涼亭實施設置，並擬派人在附近蒐集資料。請問警察
局乙設置與蒐集資料之法律依據為何，並論述其內容為何？（15 分）
然而在此公園活動人民，包括廣大市民等，其是否可主張生活隱私受到
公權力之監視，請以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基本人權等觀點論述，此公權
力措施與基本人權之衝突與關係。（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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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行政執行法第 13 條規定，移送機關於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時，應檢附法定相關文件，下列何
者非必然應檢附之文件？ 
移送書 
義務人之財產目錄 
義務人經限期履行而逾期仍不履行之證明文件 
處分文書、裁定書或義務人依法令負有義務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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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執行處或義務人不服法院關於拘提、管收之裁定者，得至遲於幾日內提起抗告？ 
 5 日  10 日  20 日  30 日 

3 下列有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及其施行細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所稱政黨，指依政黨法規定經許可設立之政治團體 
所稱公開為公職候選人遊行，指參與公職候選人所帶領之遊行 
所稱政治團體，指依人民團體法規定經許可設立之政治團體 
所稱擬參選人，依人民團體法第 2 條規定認定之 

4 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由下列何者定之？ 
法務部 內政部 行政執行署 行政院 

5 「駐衛警察使用警械管理辦法」係依據下列何種法律所制定？ 
警察勤務條例 警械使用條例 警察職權行使法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6 下列各相關警察法規，何者屬於行政規則之性質？ 
警察人員使用槍械規範 沒入物品處分規則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 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 

7 警察職權行使法之立法目的，下列何者不屬之？  
維持公共秩序 保護社會安全 防止一切危害 保障人民權益 

8 下列何者屬於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 條所稱之警察職權？ 
進入住宅 物之扣押 人之管收 警銬使用 

9 下列司法院大法官釋字內容有關警察法規之敘述，何者正確？ 
司法院釋字第 445 號指出人身自由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 
司法院釋字第 588 號指出憲法第 8 條所稱之「警察機關」，係僅指組織法上之形式「警察」之意 
司法院釋字第 626 號指出「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為警

大招生事項之行政處分 
司法院釋字第 760 號指出「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畫」係針對考試筆

試錄取之特定人所為之行政處分 
10 司法院釋字第 718 號解釋文指出，集會遊行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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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法第 9 條第 1 項但書與第 12 條第 2 項

關於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違反下列何種憲法原則？ 
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 
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 
憲法第 22 條人格權保障原則 
憲法第 11 條表現自由保障原則 

11 下列有關「偶發性及緊急性集會遊行處理原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偶發性及緊急性集會遊行處理原則」屬於法規命令之性質 
偶發性集會、遊行之申請，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請書即時核定 
偶發性集會、遊行係指因特殊原因未經召集而自發聚集，且事實上無發起人或負責人之集會、遊行 
偶發性集會、遊行係指因事起倉卒，且非即刻舉行無法達其目的之集會、遊行 

12 現行社會秩序維護法授權訂定之相關法規命令，下列何者不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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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置室設置管理辦法 

13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者，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下罰

鍰或申誡。司法院釋字第 689 號解釋文指出：系爭規定以警察機關為裁罰機關，亦難謂與下列法

律何種原則有違？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誠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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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列有關妨害善良風俗處罰之敘述，何者錯誤？ 
從事性交易，處以罰鍰。但符合該法定之自治條例規定者，不適用之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與人性交易而拉客，處以罰鍰 
媒合性交易，處以拘留，併處罰鍰。但符合該法定之自治條例規定者，不適用之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媒合性交易而拉客，僅處以罰鍰 

15 警察或執行機關對場所之進入，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與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於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實施查證身分 
警察得隨時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查證身分 
執行機關徵得義務人同意者，得於夜間執行之 
日間已開始執行者，得繼續至夜間 

16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有關扣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期間原則上不得逾 30 日 
扣留物得變賣處理 
扣留及保管費用，由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負擔 
扣留物不得委託其他機關或私人保管 

17 下列何者不符合現行「拘留所設置管理辦法」之規定？ 
拘留所應有該管警察機關主管長官出具之入所通知單始得收容被拘留人 
欲攜帶未滿 3 歲之子女入所者，僅被拘留之婦女始得請求之 
被拘留人入、出所應通報勤務指揮中心 
被拘留人身分資料簿應按日陳報主管長官核閱 

18 下列何種法律未明定其係依據「警察法」制定之？ 
警察服制條例 警察勤務條例 警察教育條例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19 下列何者不屬警察法所稱之官規？ 
獎懲與考績 警察機關員額設置 官職之任免 職務等階 

20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公司、有限合夥或商業之負責人、代表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而犯刑法上某些罪，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得處該公司、有限合夥或商業勒令
歇業，下列何者不屬之？ 
妨害性自主罪 妨害風化罪 妨害自由罪 妨害秘密罪 

21 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者，下列有關沒入事由何者錯誤？ 
參賭者被查獲現場之賭資，沒入 
現場遺有衣物不問何人所有，沒入 
現場遺有電動賭具一台（查禁物），沒入 
屬於行為人所有者供違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沒入 

22 下列何者不屬於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第 7 條向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申請許可
購置之項目： 
電氣警棍（棒）（電擊器） 警棍 
警銬  防暴網 

23 某縣市警察分局，針對某一已經核可的集會遊行活動之廢止，下列何者不得作為廢止之理由： 
因天然災變 
有明顯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者 
為維持機關、學校等公共場所安寧 
重大事故 

24 甲為網咖負責人，容留若干少年於深夜聚集其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負責人不即時報告警察機關者，警察機關得裁處罰鍰 
負責人多次違反本條規定，得移請法院裁處勒令歇業 
本案因有多名少年聚集，負責人違規情節重大，得移請法院裁處停止營業 
負責人經營本店有賭博前科，不得作為本條勒令歇業的要件 

25 某甲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媒合性交易而拉客，被警乙查獲移送簡易庭，該庭作
成不處罰之裁定，對該裁定警乙得如何處置？ 
訴願 抗告 不得不服 聲明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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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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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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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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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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候選人甲舉辦問政說明會，台下聽眾約 500 人，突有支持乙候選人
之群眾約 50 人在現場鼓噪，企圖擾亂會場秩序，場面甚為混亂且已有
零星衝突發生；你是現場指揮官，應如何處置？（20 分） 

二、你持法官簽發之搜索票到甲家中搜索，搜索票記載應搜索之犯罪嫌疑人
為甲，應扣押物為安非他命及其他毒品、分裝與施用器具，應加搜索之
處所為甲之住屋全部。你抵達甲住屋執行搜索時，發生下列情況將如何
處理？並說明理由。 
你尚未出示搜索票，甲見警到來即往屋內跑。（6 分） 
搜索當中，甲的兒子乙表示要出門去上班，同時又有訪客丙到來。（7 分） 
你發現甲的女兒丁右褲袋鼓起，懷疑其右褲袋內藏有應扣押物。（7 分） 

三、你帶班執行巡邏勤務時，於設有固定地磅處所 1 公里內路段，發現甲駕
駛之砂石車，疑似有超載砂石，經指示甲停車接受稽查時： 
若甲不服從稽查停車而棄車逃逸，此時你應如何處置？（10 分） 
若甲停車受檢，經查行車執照核定總重量為 35 公噸，於過磅後總載

重量達 41.5 公噸，你應如何舉發違規行為？（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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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派出所所長，值班員警受理民眾報案，稱有一卡車在附近農地傾倒廢棄物，你應指示員警作
何處置？ 
告知報案人該案件警察機關無管轄權，請其向有管轄權之機關報案 
基於服務精神，應代為查明管轄機關後，請其向有管轄權之機關報案 
應即通報或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處理，並告知報案人 
基於單一窗口作業，一律受理報案，俟函送地檢署後再由檢察官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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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警員甲值班時，民眾乙前來派出所報案，稱在家中遭配偶毆打，並出具遭毆打之驗傷單，乙表示

僅要控告配偶傷害罪；你是所長，本案你指導甲除受理傷害部分外，尚應如何處置？ 

須填寫「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但須徵求乙同意 

須填寫「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無須徵求乙同意 

無須填寫「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但須詳載筆錄 

無須填寫「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填註工作紀錄簿備查 

3 警員甲實施警勤區訪查治安顧慮人口乙時，乙拒絕甲進入其住宅內訪查，甲詢問所長你，如何處

置最適當？ 

得依刑法妨害公務罪現行犯，將乙逮捕 得經分局長核准後，逕行進入訪查 

得經警察局長核准後，逕行進入訪查 委婉說明來意，但不得逕行進入訪查 

4 甲因欠乙 3 萬元債務無力償還，乃與乙商議共赴飯店住一晚以免除債務，二人於飯店房間內完成性

行為即遭警方查獲。你是分局承辦巡官，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現行規定，就甲、乙之行為應如何處罰？ 

甲、乙二人係合意行為，均不罰 

甲、乙二人均由警察分局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下罰鍰 

甲由警察分局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下罰鍰，乙則不罰 

甲不罰，乙則由警察分局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下罰鍰 

5 你是偵查隊分隊長，轄區發生了一輛自小客車撞擊多部摩托車，造成三死三傷，肇事車輛車前明顯

受到重擊而受損，也造成安全氣囊開啟，車內三人均已下車。現場目擊證人指認的駕駛，與自稱是

肇事車輛的駕駛人不符，疑有頂罪情事，另證人稱當時有聞到酒味。你處理本案最優先事項為何？ 

立即採集車內的證物，以利釐清肇事責任 

可能形成重大新聞事件，立即處理新聞 

立即查明當時在車內的相關人員身分，並進行酒測 

立即派人到醫院詢問被害人 

6 派出所接獲報案稱甲在轄區某路口鬧事，你立即率一名警員前往處理，抵達現場盤查甲時，他突

然出拳襲擊你的同仁，並搶走警棍攻擊他的頭部，血流如注，甲仍有繼續攻擊之意，下列處置何

項最不適當？ 

因同仁遭受暴力攻擊，得使用警械制止 依妨害公務或傷害罪之現行犯加以逮捕 

立即救護同仁，並呼叫救護車 迅速將同仁帶離現場，減少傷害 

7 警員甲開警車追捕逃犯乙，乙倉惶開車逃離約 50 公尺，撞到丙開的車致其車輛損壞，事後丙知道是

甲追逐乙才會造成乙撞到丙車，乃到派出所要向所長討公道，你是所長，應如何告訴丙最為適當？ 

向乙請求民事損害賠償，也可依法請求國家賠償或補償 

會責請警員甲賠償其損害 

可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請求國家補償 

乙才是直接加害人，所以其損害與警察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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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你是派出所所長，晚間巡邏時見路邊一輛轎車不斷冒出白煙，上前盤查後發現車上一男一女精神

恍惚，女子說自己身體不舒服，此時，你最優先的處置為何？ 
先通報救護車  帶到勤務處所調查 
通知其家人到場協助處理 查證其身分及檢視車內 

9 你帶隊執行路檢勤務，對甲進行身分查證，甲不同意表明身分，並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你

認為甲陳述無理由，並繼續執行身分查證；此時甲又強烈表示不服，並請求給予紀錄，下列何種

處置最適當？ 
向甲再次說明其陳述無理由，並繼續執行身分查證，不需理會其任何之請求 
雖認為甲陳述無理由，但經其再次強力表示不服，為保障人權，立即停止執行身分查證 
填具「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交甲收執，並繼續執行身分查證 
填具「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交甲收執，且停止執行身分查證 

10 勤務指揮中心通報轄內發生 A1 交通事故，你帶領同仁抵達現場時，發現死者一名，並有多人正

在爭吵鬥毆，下列處置何種最優先？ 
立即查證現場爭吵鬥毆民眾身分 通報快打警力支援，防止鬥毆民眾傷害擴大 
先做好現場警戒措施，以保全現場 先查明死者身分，並防止死者身體被碰撞 

11 你帶隊執行臨檢勤務，發現一輛自小客車行駛偏離常軌，時有加速、突停之情況，駕駛行為顯有

不穩，將其攔停後，駕駛人甲吐氣酒測值為 0mg/L，且未在車內發現疑似毒品或施用毒品器具，

下列處置方式何者不適當？ 
如甲坦承駕車前有施用毒品，依準現行犯逮捕 
如甲否認駕車前有施用毒品，且不同意接受尿液採驗時，得依準現行犯逮捕 
如甲否認駕車前有施用毒品，且同意接受尿液採驗時，帶返駐地製作警詢筆錄及採集尿液後放行 
為保護甲的安全，必要時得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管束之 

12 甲女的臉書遭到不明人士傳送 100 多則示愛訊息，內容強調自己性能力驚人，並欲餽贈現金與其

發生性關係等，甲女遂向派出所報案，下列處理何者最不適當？ 
受理本案，符合性騷擾防治法第 2 條一般性騷擾案件 
在隱密安全處詢問甲女，且過程一律全程錄影（音） 
若本案加害人身分不明，應召開調查處理小組會議，審查性騷擾事件是否成立 
調查處理小組調查結果應副知婦幼警察隊 

13 派出所同仁於事故現場，通知你前往協助處理甲駕車自撞路邊電線桿，該車輛已反彈至道路上，

甲仍坐於車內，且從其身上聞到濃濃之酒氣，下列處置何者最優先？ 
詢問甲飲酒結束時間，超過 15 分鐘以上，立即實施酒測 
查看該車輛受損情形，以判斷自撞原因 
確認事故現場安全警戒措施是否完備 
了解事故現場跡證之蒐證測繪及照相工作是否完整 

14 民眾報案，果園旁發現一名下身赤裸女童，身上有多處血跡，意識不清，你是該轄區派出所所長，

率員抵達現場時，該女童已被送往醫院急救。下列何種處置最不適當？ 
通報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及分局長 詢問被害人身分，通知家屬 
通報分局偵查隊及性侵害專責人員 逕行現場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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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甲、乙因超車不當險擦撞，雙方一言不和發生扭打，甲持木棍攻擊乙，致乙血流滿面，有明顯撕

裂傷，甲遂拋下木棍駕車離去。你接獲通報趕赴現場處理，乙向你陳述事發經過，並提供甲駕駛

之車號，下列何項處置最為優先？ 

告知乙至派出所提傷害告訴，立即鳴警笛追捕甲 

先將乙送醫救治，再派員至醫院製作告訴筆錄 

現場受理報案、填寫紀錄表後，將乙護送至管轄派出所提起傷害告訴 

維持刑案現場完整，俟派出所及鑑識小組到場後，將乙移交處理 

16 轄區內發生槍擊案件，在車內座椅中取出彈頭一顆，在彈頭上面發現微物。專案小組為了要重建

彈道的順序，下列那一項最無關？ 

玻璃粉末 血跡 彈頭上的來福線特徵 衣物纖維 

17 大貨車與機車於路口發生事故，你到達現場後發現機車騎士當場傷重不治，對於肇事大貨車應如

何處置？ 

請司機將車移至安全處所，自行保管 將車暫移置保管場，通知車主逕行領回 

將車扣押，於司機製作筆錄後領回 將車暫時扣留，依蒐證程序處理 

18 你帶班執行路檢勤務，攔停甲駕駛之汽車，你聞到異味，並於右駕駛座發現一包塑膠袋裝之白色

粉狀物，甲宣稱該包為太白粉，此時你如何處理最適當？ 

以手指沾少許粉末放入口中，嘗試其味道，以辨別是否為毒品 

目視觀察粉末顏色、顆粒大小及形狀，以查明甲陳述之真偽 

使用毒品檢驗試劑，進行呈色試驗，以初步鑑定是否為毒品 

直接逮捕甲，並查扣白色粉末送鑑定 

19 你擔任國道交通分隊長，於執行稽查載運危險物品車輛之勤前教育時，對員警說明執勤時注意事

項，下列何者不適當？ 

指揮受檢車輛停於路肩或避車彎內，車身萬不可延伸至車道上 

巡邏車停於受檢車輛後方，而非前方，並宜保持 10 公尺以上之距離 

檢查載運車輛時，應站在輪胎旁邊，並敲打確認胎壓充足 

人員不可站立於車道上，並參考布質三角紅旗之風向，站立於上風處 

20 你是派出所所長，處理各項集會遊行專案勤務時，有關媒體處理狀況與安維處置，下列作為何者

不適當？ 

對於媒體的不實報導，各相關警察局應遵循主官、業務及勤指三線系統層報，經署長核定後予

以澄清 

遇有因勤務作為可能影響民眾權益事項，應即透過各種傳播媒體管道，加強宣導，有效降低民

怨，爭取支持 

配合被陳抗機關事先規劃適當採訪地點，並請媒體記者佩掛識別標誌，確保媒體採訪權益及安全 

如需執行強力排除時，應先隔離媒體，避免混雜抗爭團體之間，影響執行驅離成效或導致媒體

人員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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