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9年特種考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員、公共安全

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交通警察人員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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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10-50510
50710-51110
51310-5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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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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If the police caught the perpetrator red-handed, they will still collect

evidence at the scene of the crime to support a criminal sentence. This
evidence collection will include interviewing all of the potential witnesses
at the scene. A site investigation will also be conducted, which may
include taking pictures, measurements, taking forensic evidence, making
general observations, and taking objects that may be connected to the
crime.

二、中譯英：（15 分）
騷擾電話是指一個人帶著惡意，透過電子通訊設備，不斷打電話或試
圖接觸某人的行為。例如，接通電話後立即掛斷、講猥褻的話語，或
傳送不當的電子郵件或簡訊。打騷擾電話是一種不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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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基本權，何者受憲法絕對保障，不容國家以任何理由加以侵犯？

生命權 人身自由 思想自由 傳教自由

2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應積極維護發展下列何者之語言及文化？

新住民 邊疆地區各民族 少數族群 原住民族

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人格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人格權受憲法之保障 性行為自由無涉人格權之保護

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 刑事羈押涉及人格權之侵害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國家吊銷人民之駕駛執照，係侵害其何種基本權？

憲法第 8 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 憲法第 10 條所保障之遷徙自由

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一般行為自由 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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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以判決命誹謗之加害人登報向被害人道歉，涉及當事人間何種基本權

利之衝突？

人身自由與人格權 不表意自由與名譽權言論自由與訴訟權 行為自由與人格權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並非憲法保障隱私權之目的？

維護人性尊嚴 尊重人格自由發展 個人主體性之維護 個人身體自由之維護

7 依照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副總統缺位時，應如何處理？

總統應提名候選人，由公民補選 由總統逕行任命新的副總統

立法院應推舉副總統人選，由公民補選 總統應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

8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非由總統提名？

司法院院長 考試院院長 審計長 外交部部長

9 依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應經行政院院長副署？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之任免命令

總統發布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

總統發布解散立法院之命令

總統依法公布法律

10 下列何者之任期，未因憲法增修條文而變更？

正、副總統 司法院大法官 監察委員 立法委員

11 依司法院釋字第 541 號解釋意旨及現行釋憲實務，就涉及總統職權之憲法爭議，總統府或其

秘書長得否聲請司法院解釋？

可以，總統府為總統行使職權之機關，得聲請司法院解釋

不可以，總統府非最高行政機關，應層轉行政院向司法院聲請解釋

不可以，總統府秘書長為總統幕僚長，不得以自己名義聲請司法院解釋

可以，總統府秘書長為機關首長，得聲請司法院解釋

12 依據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立法委員之同意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委員同意權之行使對象不包括行政院各部會首長

立法委員同意權之行使對象不包括審計長

立法委員行使同意權係憲法機關忠誠履行憲法賦予之權責

立法委員同意權之行使係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之考量所為之設計

13 關於審計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審計長完成決算審核後應向總統提出報告

審計長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 3 個月內依法完成審核

審計長應獨立行使職權

14 依憲法規定，關於行政院會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組織成員僅限於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

只有行政院院長有權將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

以行政院院長為主席

會議方式以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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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下列有關法律保留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機關之職權與設立程序，應以法律為明確規定

涉及人民生命之剝奪者，應以法律為具體明確之規定

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不得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

給付行政措施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以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

16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憲法之修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民得經連署向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經立法院三分之二同意後通過

立法院得提出憲法修正案，公告半年後，再經公民複決後通過

公民得經連署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憲法修正案，經全體公民過半數同意後通過

總統得向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經立法院四分之三之決議後通過

17 有關基本國策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文化，有違實質平等原則

對於離島與外島地區人民提供經濟土地與社會福利事業之保障，有違平等保護

促進兩性實質平等，女性應同樣有服兵役之義務

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貢獻，對於其退役後之就學與就業，應予以保障

18 憲法增修條文明文規定國家應提供特別保護的對象，不包括下列何者？

身心障礙者 退休教師 退役軍人 原住民族

1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9 條現役軍人受軍事審判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基於憲法第 140 條文武分治原則，軍事審判之設置不受憲法第 80 條司法權建置之原則拘束

曾在平時（非戰時）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被告應可直接向普通法

院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請求救濟

現役軍人若因軍事審判遭受冤獄，亦應得依冤獄賠償法向國家行使賠償請求權

軍事審判官應享有優於一般軍官之法定身分保障

2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居住與遷徙自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刑人在監禁期間亦附帶造成其居住與遷徙自由受到限制且無法主張該權利

居住與遷徙自由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居住與遷徙自由乃保障人民依其自由意志設定住居所、移居、遷徙、旅行之權利，但不當然

及於入出國之自由

憲法第 20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故得以法律明定，一概限制役男不得出境

2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憲法保障之學術自由及大學自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第 11 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度性保障

大學為考核學生學業與品行訂定有關章則，使成績未符一定標準或品行有重大偏差之學生

予以退學處分，亦屬大學自治之範疇

大學就研究生入學資格訂定之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為法規命令，不得違反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

學術自由應包含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

2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8 條限制人身自由之正當法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刑事被告之身分，均須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非由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此司法機關包含檢察機關

人民被逮捕拘禁後，24 小時內必須移送法院審問，所稱法院僅指刑事法院

非由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此警察機關包含行政執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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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關人民集會遊行之限制，下列何者違憲？

要求所有室外集會遊行應於兩日前申請許可

禁止於行政院門口舉行集會

因同一時間、處所、路線已有他人申請並經許可，而不許可集會之申請

對於不遵從解散命令之集會負責人，依法處以罰鍰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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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者僅課予菸商標示之義務，卻未針對其他對人體健康亦有負面影響之產品，為相同之

規定，尚與平等原則無涉

平等原則僅拘束立法及行政權，司法權並不受其拘束，以藉此確保其獨立性

憲法第 7 條規定之「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5 種禁止歧視事由，僅屬例示，並

不以此為限

未使相同性別二人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與憲法第 7 條保障平等權之

意旨不符

2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非屬憲法財產權之保障範圍？

徵收補償 繼承遺產 藥物廣告 考領職業駕照

26 有關訴願權及訴訟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人民權利受侵害，非經訴願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訴願為人民對行政機關之違法或不當行政處分不服之權利救濟途徑

依現行制度，訴願程序為特定類型行政訴訟之前置程序

訴願程序作為行使訴訟權之要件，係屬對人民訴訟權之限制

27 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

此一規定所限制之基本權利，不包括下列何者？

結社自由 行動自由 服公職權 工作權

2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原所得稅法規定，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

額時，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扣除之，違反下列何項憲法原則？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平等原則 合目的性原則

2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人民之納稅義務，下列法律規定何者違憲？

逾期繳納稅捐加徵滯納金 滯納金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自所得額扣減

就滯納金部分加徵利息 就應納稅款部分加徵利息

30 依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下列有關同性婚姻之敘述，何者錯誤？

民法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成立永久結合關係，違憲

立法院必須修改民法使相同性別之兩人可以結婚

立法院如未於解釋所定期限內完成修法，相同性別二人得依民法規定，持二人以上證人簽

名之書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以性傾向為分類所為之差別待遇，應接受較為嚴格之審查

31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考試院之職權？

公務人員考試之執行事項 公務人員任免之執行事項

公務人員銓敘之執行事項 公務人員退休之執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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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有關商業性言論之管制，何者違憲？

化妝品廣告之刊播，應事前申請許可

對以電腦網路散布、刊登足以引誘兒童為性交易之訊息者，得科處刑罰

強制於菸品容器標示尼古丁含量

藥物廣告之刊播，應事前申請核准

33 依現行制度，下列何者不能直接聲請大法官解釋？

行政院 屏東縣議會 檢察總長 考試院

3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直轄市、縣市立法委員之選舉採單一選舉區制

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之選舉採單一選舉區制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代表之選舉採比例代表制

區域立委選票與政黨名單選票互不影響，稱為並立式兩票制

35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司法院設大法官 17 人 司法院大法官為憲法上法官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 9 年 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亦受任期之保障

3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直轄市政府辦理自治事項違背憲法時，依法應如何處理？

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得停止其執行

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得報行政院予以停止其執行

由行政院逕行下命停止其執行

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應即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37 下列何者非地方自治權之核心？

地方審計權 地方組織權 地方立法權 地方財政權

38 依司法院釋字第 738 號解釋，各地方自治團體得依其自治條例之規定，限定電子遊戲場業之

營業場所，與國中、小學、高中職學校、醫院等間，應有之距離。上述解釋，與下列何項憲

法原則無關？

信賴保護原則 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劃分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39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8 項規定，國家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

預算。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條規定使用國家一詞，係要求應由中央優先編列相關支出之預算

中央與地方應協力實施社會救助制度，並由中央政府負擔財政支出

關於預算之數額、所占比例、編列方式等，並無立法形成自由

中央得立法規定地方應分擔相關經費，但不得侵害地方財政自主權

40 關於憲法第 24 條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係國家賠償之憲法依據

國家賠償責任與公務員之行政責任並存

憲法第 24 條之規定，具有補充基本權保障之性質

得逕依憲法第 24 條規定作為國家賠償的法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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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the previous email message. It was sent to you by mistake.

 Ignore  Admire  Enclose  Organize

42 It is human nature that people tend to feel of lottery winners.

 jealous  backward  helpful  naughty

43 Homicide are investigating the crime scene where two bodies were found.

 detectives  firefighters  managers  jewelers

44 Wheels when a vehicle speeds up on a slippery road surface.

 spin  merge  rust  crack

請依下文回答第 45 題至第 49 題：

When interviewing children, interpreters can be used in many different ways, depending on the needs

and the 45 capabilities of the child. The appropriate use of an interpreter requires the 46 that

you are interviewing the child, not the interpreter. The interview should be conducted in a way that does

not isolate the child at any time. Further, you should always address the child in the 47 person when

you ask a question, like Tommy, rather than Tom Peterson. In other words, do not ask the interpreter about

the child, phrase your question 48 the child can understand you. Even when asking for clarification

about a response, you should always 49 the child, not the interpreter.

45  linguistic  dramatic  chaotic  fantastic

46  recognition  adoration  imitation  classification

47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48  as if  even though  except for  or else

49  address  identify  order  evaluate

50 Police: Please put your carry-on bag on the conveyor belt.

Mr. Jackson: Do I also need to put my personal electronic devices into the bin?

Police: Yes, please do.

 Put your luggage on the scale. And give me your passport and ticket.

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declare?

 Passengers on Flight BA910 to Seoul, please proceed to Gate 13 for boarding.

 Now take off your shoes and any metal accessories. And then walk through the metal detector,

please.

51 Nigel Nelson, a 33-year-old naturalized American citizen, married with two sons living in

Manhattan, New York, was arrested because he was found setting up a car bomb near bustling Time

Square with an attempt to kill dozens of his fellow countrymen. The capture of Mr. Nelson has

indicated the emergence of , one that worries the police.

 drug trafficking  armed robbery  domestic violence  home-grown terrorism

52 has been a rampant crime occurring transnationally. Many young women in distress from

East Europe have been taken abroad to more affluent countries in West Europe and forced into

prostitution.

 Human trafficking  Smuggling  Vandalism  Hij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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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Since prison is not the solution to reducing crime rates, researchers have developed to assist

justice agencies to identify and manage likely offenders who might be violent toward others.

 social reintegration schemes  risk management tools

 community corrections  drug treatment programs

54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police force, many systems have been employed.

One of these systems involves efficient handling of the database of driver’s licenses. This system

can issue driver’s licenses daily, prevent the false acquisition of the licenses and enforc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of those who have traffic violations and so on.

 forensic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pyright infringement  restraining order

55 A system combining wireless, database, and applications technologies has been set up to

assist the police in decreasing paperwork, increasing data accuracy, sharing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nd even providing a problem solving kit.

 police cruiser  handgun holster  camouflage uniform  mobile information

56 In recent years, people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high frequency of . This involve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to create public turmoil and death threat, some of which even lead to the

demolishment of a nation’s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email hacking  internet fraud  cyberterrorism  child pornography

57 The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has utiliz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Advanced 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 (APIS) and Advanced Passenger Processing System (APPS) to monitor the

likely appearance of suspected travelers and other restricted passengers in order to safeguard our

national territory and .

 border security  crime scene  emergency management  secret service

58 The gangsters have been money from Mr. Johnson, threatening to reveal to the press video-

tape of his adultery.

 abducting  corrupting  extorting  hijacking

59 When the police started shooting at some of the student protestors out of their misintepretation of

students’ behaviors, they have been strongly criticized as enacting .

 domestic abuse  restorative justice  uniformed presence  excessive enforcement

60 Mr. Thompson:I feel I have been overcharged when I purchased an online game. What can I do to

get my money back?

Police:

 You should think before you post any message online. Everything you do through the Internet is

irretrievable.

 I will contact our Netsafe unit to help deal with this case about the Internet scam. Tell me exactly

what happened.

 If you consider yourself a victim of cyberbullying, please dial immediately our hotline for help.

 Send us any obscene images or photos you see online so that we are able to trace the occurrence

of cyber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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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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規劃路檢勤務，指定路檢點，你正帶班前往途中，發現前面車輛走

走停停，搖晃、蛇行、忽快忽慢、隨意變換車道，甚為可疑。請說明：

有何法律依據可資攔停檢查及應採取作為？（10 分）

在檢查車輛時，目視副駕駛座上發現有外型、構造、材質類似真槍之

槍枝，後續法律行為你要如何處理？（10 分）

二、你是派出所所長，某日值班警員甲接獲民眾乙女報案，指稱其同居人丙

因接獲勤區警員送達乙女所申請的民事保護令通知，丙因心生不滿除再

度毆打乙女外，並欲引爆瓦斯桶和乙女同歸於盡。甲因事態緊急，向你

請示本案應作如何處置。請問：

針對丙欲引爆瓦斯桶和乙女同歸於盡一節，處理流程為何？需要特別

注意那些事項？（10 分）

針對丙違反保護令罪一節，處理流程為何？需要特別注意那些事項？

（10 分）

三、轄區內里長甲打電話報案，表示在該里某巷弄裡有輛汽車停放多時無人

使用，懷疑可能是失竊的車輛，派出所經查確為失竊的車輛，你奉命到

場應如何處理？（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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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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執法應基於人權保障與公益公序的衡平，司法院大法官有諸多解釋與警察執法密切相關，對

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警察職權的解釋既屬審查「抽象規範」的成果，屢屢帶動警察法制重大

變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釋字第 166、251 號解釋違警罰法違反憲法第 23 條，而將之轉型為社會秩序維護法

檢肅流氓條例經釋字第 385、523、631 等號解釋後，終於將該條例廢止，而制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集會遊行法因釋字第 454、718 號解釋而完成修法，刪除偶發性與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規定

釋字第 535 號解釋審查警察勤務條例臨檢規定之合憲性，促成警察職權行使法制定的臨門一腳

2 你是分局偵查隊分隊長，處理一精神障礙無法完全陳述之某甲涉嫌竊盜案，下列處理程序何者錯誤？

向甲進行權利告知後，經甲主動表明無須選任辯護人，且要求即時詢問，應即逕行詢問

應通知甲之法定代理人、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為甲選任辯護人。但不能通知

者，不在此限

若甲未經選任辯護人，應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並交付委任狀後開始詢問

等候律師逾 4 小時仍未到場，得逕行詢問

3 A 工廠負責人甲為感謝轄區派出所員警維護治安、交通，主動表示欲捐贈 10 臺桌上型電腦供派

出所汰換老舊電腦，更新警察裝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先查詢 A 工廠及甲從事營業項目，不得有與警察職務或業務上有往來、監督關係或為利害

關係人

受贈電腦係民間捐贈財物，仍應列入機關財產登記

 A 工廠負責人甲之捐贈活動後，應備具相關文件，向派出所所轄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備

因派出所電腦已足夠，且廳舍空間有限，為善用社會資源，經徵詢甲同意後，可將 3 臺電腦移

轉分局偵查隊使用

4 你擔任備勤時，奉令前往某餐廳處理打架滋事，到場後得知甲因酒醉與乙發生口角後，以拳頭毆

打乙成傷，嗣乙於警詢中表示不願對甲提出告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可將甲依法實施管束

將甲帶回管束時，得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因乙不提告訴，不得依照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

將甲帶回管束者，應開立管束通知書，告知依法可以提審

5 轄區居民到派出所報案指稱，其就讀高中女兒甲（17 歲）與男網友乙外出已 2 天沒有回家，行動

電話關機，音訊全無，疑被網友乙誘拐脅迫，你受理報案時，下列處置何者不適當？

請報案人提供甲之照片，主動公開通報協尋

甲有被誘拐脅迫之虞，受理時應實施緊急查尋

過濾失蹤人甲的背景資料，以利查尋

發現案件可能涉及刑案時，應立即通報刑事單位

6 你擔任備勤時，奉命處理交通事故，到場後發現事故地點在私人停車場內且沒有人受傷，下列何

項處置最適當？

繪製現場圖並拍攝現場照片，依 A3 類交通事故成案

依據各造當事人意願，協助記錄交換聯絡方式，並指導自行拍照記錄

為釐清肇事經過，主動調閱私人停車場監視器以保全證據

向當事人說明事故地點非屬道路範圍，為單純民事案件，警方完全不介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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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據報轄區內某養生館暗藏春色，經調查蒐證後聲請搜索票執行取締，當場查獲 1 名本國籍女子及

1 名以觀光名義來臺之外籍女子與男客從事性交易，下列處置何者錯誤？

養生館負責人容留媒介性交易，除涉刑法妨害風化罪嫌外，另依違反就業服務法移送主管機關

處理

該外國女子與申請來臺目的不符，依法毋須經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裁處，逕送內政部移民署

專勤隊處理

本國女子及男客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理

該場所可運用第三方警政，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或撤銷營業登記，或斷水斷電

8 甲女前來派出所報案指稱：因欲與同居男友乙分手而遭乙男毆傷，乙男並持續對其與幼女有跟蹤

騷擾行為，故前來派出所求助，你受命接辦協助被害人，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請其先去驗傷，待取得診斷證明再來報案

本案屬親密關係，應填寫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

本案非配偶關係，無法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聲請保護令

本案屬同居關係，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保護不及於其未成年子女

9 你是派出所所長，在實施偵查犯罪時，指導所屬同仁有關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接受詢問之處置，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通知書指派員警送達者，原則上應於非例假日之日間行之

通知書之送達，對於無急迫性或時效性之案件，以郵務送達方式為原則

通知書應由地區警察派出所所長或其相當職務以上長官簽章，以派員或郵寄方式送達犯罪嫌疑人

為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接受詢問

10 你是派出所所長，接獲報案於轄區 KTV 包廂內有發生槍擊案，現場有人槍擊受傷，你帶班抵達

現場，該包廂內僅剩意識昏迷之傷者。你除了呼叫救護車之外，關於該槍擊現場的調查，下列何

項不在你的考慮之內？

開了幾槍 現場人數 開槍方向 槍枝價值

11 你是偵查隊分隊長，率隊依法執行某公寓詐騙機房之數位證物的搜索與扣押，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要求犯罪嫌疑人說明數位證物之內容並示範操作方式

複製執行程式及檔案於數位證物中，以免破壞原始資料

不能整套電腦扣押，宜針對重要之設備機件實施扣押，以符合比例原則

現場電腦為網路連線狀態時，擷取與案情相關之即時通訊對話紀錄、點對點分享資料

12 你是偵查隊分隊長，已取得法官核發之搜索票而帶隊前往甲的住所執行毒品搜索，執行時，甲的

兒子乙表示要外出上班，且恰逢甲的毒品下線丙按門鈴要找甲。此時採取下列何種作為最適當？

不得封鎖甲的住所 乙並非搜索目標，不得禁止其外出

禁止丙進入甲的住所，並命丙離開 讓丙進入甲的住所，並對其身分查證

13 你執行交通稽查勤務時，發現懸掛「使」、「外」字車輛有違規行為時，下列處理程序何者錯誤？

均應依法取締，與一般車輛違規處理方式相同

經認定屬於嚴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者，得暫代保管車輛牌照或駕駛執照

「使」、「外」字車輛享有不受侵犯之豁免權，應予適當禮遇，不宜逕行移置保管

涉及肇事時，車輛應由檢警完成蒐證、勘驗後再予領回

14 你帶班執行取締酒後駕車勤務，有關勤務部署階段之作為，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在稽查地點前方設置告示牌、警示燈及交通錐等警示設施

在稽查地點適當位置設置攝影機，針對受測者接受檢測過程取景攝影

視現場道路條件及交通流量等狀況，得設置警示、導引設施，以「縮減車道方式」進行

巡邏車應停放在受檢車輛後方適當位置，為勤務人員創造安全區域



代號：50120-50520
50720-51120
51320
51420

頁次：4－4

15 暑假期間，轄內部分青少年駕駛汽、機車嚴重超速、闖紅燈等違規行為頻仍，因而發生多起交通

事故，你是交通分隊長，奉令加強稽查取締，並對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舉發者，採用非固定式科

學儀器採證舉發。有關非固定式科學儀器採證違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非固定式科學儀器採證違規之執勤地點、項目，應由機關主官核定後執行

採用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締超速或低於最低速限時，於一般道路應於 100 公尺至 300 公尺間設

立明顯警示牌

員警拍照採證時應著制服，但經過機關主官核准，可穿著便衣執勤

採用非固定式科學儀器於高速公路取締超速行為時，應於 100 公尺至 500 公尺間設立明顯警示牌

16 依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

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

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其所稱「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

處置，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正當，始符下列何者之要求？

依法行政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正當行政程序 一事不再理

17 甲於夜間攜帶開山刀 1 把在公園內閒逛，經巡邏員警盤查，甲無正當理由，隨即將甲帶回派出所

接受調查，你是派出所所長，如何指示同仁處理本案？

應逕行移送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

應以書面通知甲及其指定之親友，得依法聲請提審

開山刀應予扣押

訊問後應立即作成處分書

18 某日，派出所警員甲在值班時，有一名東南亞女子乙到派出所報案，指述其遭先生家暴，有關甲

的處置，下列何者錯誤？

由於乙的中文溝通能力不佳，因此評估須尋求通譯人員到派出所協助，甲除製作相關書面紀錄，

並應記載協助之通譯人員姓名、聯絡電話等資料

告知乙應於在臺灣地區居（停）留期限屆滿前 2 個月內檢具護照、外僑居留證、戶籍謄本及保

護令等相關資料，親自或委託他人向內政部移民署各直轄市、縣（市）服務站申請延期

告知外籍配偶在臺灣地區團聚及居留期間，如遭受保證人（配偶）家庭暴力，並取得法院核發

保護令者，無須辦理換保手續

由於乙表明相關身分證明文件無法取回，因此甲乃聯繫乙住（居）所地警察分駐（派出）所派

員陪同乙取回相關資料

19 你是分局偵查隊分隊長，帶領偵查隊同仁處理重大刑案現場時，有關刑案現場處理，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第一位抵達重大刑案現場之員警所採取的行為，攸關案件偵查能否成功

刑案現場處理，如無法避免破壞跡證時，得對現場為最大的搬動，並應確實記錄細節及其最後

位置

救護傷患是最先被派抵現場人員的首要任務，然在實施救護時，應儘量避免破壞現場跡證

現場依救護病患、保全現場、保全證據、確認被害人、確認犯罪嫌疑人等優先順序處理

20 公職人員競選活動期間，各候選人競爭劇烈，甲候選人指控乙透過夾報散發黑函，並以網際網路

大量發送意圖使其不當選，下列處置何者不適宜？

選舉文宣是否違法，應由選舉委員會選監小組及管轄地檢署檢察官認定

發現疑似黑函文件，現場應先行蒐證，並另行查明發送人員身分

在派報點發現疑似黑函夾報情事，立即查扣全部疑似黑函文件

網路發送黑函，宜由甲候選人先行提告，再依網路犯罪案件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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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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號。

一、作文：（60 分）

我國已於 1993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 年轉為高齡社會，推估將於

2026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論語．公冶長》記載孔子的志向之一是能夠

使「老者安之」，《禮記．禮運》也提到大同世界的理想：「使老有所

終」。這不僅僅是一種對於社會發展的願景，同時也是當前社會所面臨

的重要議題。然而凡事皆應從個人做起，請以「尊敬老人，善待老人」

為題，作文一篇，闡述自己的見解與做法。

二、公文：（20 分）

試擬教育部致各公私立大學校院函：請加強校園內各項傳染病防疫措

施，如發現有疑似傳染病病人，未經醫師診斷或檢驗者，應依據傳染病

防治法相關規定，於 24 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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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選項「 」中的詞語，其詞義兩兩相同的是：

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臺北市的「交通」十分便捷

道旁倘有山中舊，問我收身「早晚」回／他多行不義，「早晚」得到報應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他十分「風流」，喜歡拈花惹草

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用捨去留，望你慎加「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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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各地的「敬字亭」與「聖蹟亭」是展現民間「敬字惜紙」的傳統遺跡。《安平

縣．風俗現況》記載：「迎送聖蹟，名曰『送字紙』，十二年一次，值年之時，郡

城內外紳士商民演樂迎送，將積年所拾之字紙燒灰，一概箱貯，護送出海，付水漂

流，甚為敬意。」《淡水廳志．風俗考》也說：「塹城尤敬惜字紙。……士庶齊集，

奉倉頡神牌祀之，護送字灰，放之大海。」

根據以上描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臺灣敬字惜紙的風俗，乃將焚燒後的字紙貯存後，埋入土裏，可見先民早有環保

意識

敬字亭與聖蹟亭起因於古代教育不普及，故民間祭拜倉頡，屬於農村社會的淫祀，

知識份子並不重視

敬字亭與聖蹟亭展現出先民尊重知識與聖賢的智慧，告示後人切勿污瀆文字，因

此舉辦「送字紙」的祭祀活動

「送字紙」的民俗活動，主要祭祀倉頡，並加祭媽祖、土地公、王爺等神明。時

代變遷，媽祖遶境取代了倉頡祭典

3 「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

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

而背去者多矣！況既死而能養其親乎？」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文意？

侶魚蝦而友糜鹿 龍交龍，鳳交鳳

三朋四友，知心難覓 存者逐利移，患難見交情

4 道逕眾，人不知所由；法令眾，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

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

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

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撲焦，而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桓

寬《鹽鐵論‧刑德》）

有關上文對「法令」的見解，下列選項何者最適當？

應制定明確，人民才得以遵循 應從寬認定，免得無辜者受罰

若與禮義並行，可達無法而治 若救爛撲焦，可免上下相欺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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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扣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

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藉一壯，惡使操弓韣。

州符今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惟存跛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

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鐺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

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卻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梅堯臣〈田家語〉）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本詩旨意？

不滿政府無分老少，濫施徵調的兵役政策

批評政府欲救災濟民，卻被奸吏從中苛扣

痛責政府徵稅，連小孩和女人都算計其中

哭訴水災蝗災嚴重，政府卻冷漠坐視不管

6 「我們一直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而且是絕對錯誤的，那就是我們誤以為人類只要

有一個好的制度，就不會有問題。一個國家，只要施行民主制度，國家就有希望，

就會強盛。……有時候我們會發現，有太多的問題，並不是單純依靠一個制度或法

律途徑就可以解決的，自由、民主和法治並不是萬靈丹，在制度之外，我們太過於

忽略執政者和執法者的良心和道德問題。」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應該強化並建立考核執法者良心與道德的評鑑制度

一個和諧強盛的國家，不能僅是著眼客觀制度的建立

執政者的良心與道德，乃是實踐優質民主的重要條件

單憑自由、民主與法治，並不能締造出幸福強盛的社會

7 張岱論友人祁止祥曰：「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

無真氣也。余友祁止祥有書畫癖，有蹴踘癖，有鼓鈸癖，有鬼戲癖，有梨園癖。」

根據上文，作者肯定祁止祥的主要原因是：

多才多藝，相當值得欣賞 雖不無缺點，但善良誠懇

特重友情，且具浩然正氣 雖或有小疵，但有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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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散步是我最喜愛的休閒。每天清晨及夜晚，我會在居住的社區裡遛狗、散步，而

許多小規模的創作便在散步中完成。一個假日的清晨，我刻意提醒自己，以一個外

來者初次造訪社區的新奇眼光及心情來觀賞，整個社區的一草一木頓時鮮活起來，

與平日所見大不相同。我確確實實知道，這就是一個小小的發現與創造。另一個夜

晚，我一邊散步，我一邊哼著 Andrea Bocelli 唱的拿坡里民謠 Santa Lucia Luntana，

哼著，哼著，突然發覺其中一小節『maquano sponta a luna』Bocelli 的詮釋我不能苟

同，我以自己的詮釋再將整首歌哼唱一遍，覺得對自己的詮釋非常滿意，一種創造

的欣喜自心底油然而生。那一夜的星空因而特別閃亮。」

下列選項，何者最接近本文主旨？

每天都維持在社區遛狗、散步、創作的習慣

保持新奇的心情，可以重新發現、欣賞社區

創作沒有固定形式，可以由新奇的眼光而來

散步可以活絡思維，產生各種新發現與創造

9 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我圖娛悅，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

至於髮繫蜻蜓，線縛螃蟹，為小兒玩具，不過一時片刻便摺拉而死。夫天地生物，

化育劬勞，一蚊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絪縕而出。上帝亦心心愛念，而萬物之性

人為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為心，萬物將何所託命乎？蛇蚖、蜈蚣、豺狼、虎

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殺之？若必欲盡殺，天地又何必生？亦

惟驅之使遠，避之使不相害而已。（鄭燮〈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

依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貼近本文主旨？

追求一時愉悅，終不圓滿 萬物適性發展，各得其所

不可只圖己樂，罔顧他苦 仁民愛物，以期厚生養德

10 「托爾斯泰寫過一個寓言，大意是：一個人得到王的賞賜，告訴他，從黎明開始，

到日落前，他騎馬跑過的土地，都屬於他所有。這人就鞭打著快馬，狂奔而去，一

點不肯停息。他口渴、饑餓、疲倦，但是，為了掙到更多的土地，他還是強力撐持，

直到紅日西沉。他雖然的確跑過了無數的土地，但也終於力竭而死。別人在遙遠的

地方找到他孤獨的屍體，將他埋葬了。他所需要的土地，可以容下他的身體的，卻

只是小小一塊就足夠了。」

下列選項，何者與上述故事的寓意最接近？

夸父逐日 鼠目寸光 利令智昏 塞翁失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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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案知識庫資料運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知識庫突破以往文字敘述方式，改以流程圖詮釋刑案流程，使用者可以了解處理階段並可進一步瀏

覽詳細資料

提供多重條件邏輯運算之全文智慧檢索功能，並配合相關字詞運用，提供更為寬廣及靈活運用之查

詢方式

知識庫提供兩種查詢角度，其一「以人查案」係鎖定案件類型後，系統會列出符合案件之所有刑案

或嫌疑人資料

刑案知識庫資料運用相當廣泛，舉凡查贓資訊、應受尿液採驗、ｅ化報案、刑事犯罪資料網站、國

人出入境等

2 觀察屍體外部變化可推斷死亡時間的方法中，下列何者不包含在內？

屍體痙攣 屍體溫度 屍斑 死後僵硬

3 現場勘察應遵循之步驟，下列何者錯誤？

從戶外逐步勘察至戶內現場中心

由近而遠，以現場為中心，向外延伸，由點而線，由平面至立體

由天花板開始勘察，依次是牆壁、窗、門，而後及於地面

由明顯者先行勘察，再逐步搜查潛伏之跡證

4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定，有關司法警察人員現場封鎖，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實施犯罪調查，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驗

實施犯罪現場封鎖時，應派員於封鎖線外警戒，非經現場指揮官同意，任何人不得進入

實施犯罪現場封鎖時，現場警戒人員，應觀察圍觀群眾之可疑動靜，蒐集有利破案之情報線索，必

要時得以錄影方式為之

犯罪現場封鎖範圍及層數，原則上以三道（層）封鎖線為準，但應視現場環境及事實需要而定

5 關於案情研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以調查、訪問、觀察、搜索及現場勘察等資料為依據

應先找出問題或爭議點，假設各種狀況，尋求合理、正確的答案

案件性質的研判如果錯誤，一切偵查行動將落空

旨在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成因、類型及模式

6 有關偵訊工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製作筆錄，以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詢問，最為有效

偵訊室內部裝設應力求簡樸，除了必須用品外，玻璃杯、煙灰缸、大頭針或其他危險物均不得放置

筆錄製作完成後，重新詢問並要求受詢問人照筆錄朗讀再予以錄音

筆錄製作完成後，擺在辦公桌上任由同事或記者翻閱



代號：5510
頁次：7－2

7 有關逮捕拘提人犯戒護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現行犯必要時一定要上戒具，最好設鐵欄杆銬住，亦可銬住椅子，以防偷襲或偷逃

人犯上廁所戒護時要盯著看，保持在目視範圍內，不要有不好意思看之心態

重刑犯一律戴上安全帽以防止其有自殺之行為

長途押解人犯在車內以反銬為宜，防範人犯勒住駕駛頸部，趁機脫逃

8 有關「現場勘察與搜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現場勘察與搜尋係針對有形、可用肉眼觀察的，不包括無形的、潛在的、肉眼看不見的跡證

戶外犯罪現場比戶內更易於受到污染，所以必須掌握蒐證時效

戶外犯罪現場勘察應儘量避免於夜間進行

現場的搜尋可彈性施以兩種以上之搜尋方式，也要兼顧視線高度之搜尋，物證或許位於頭部以上的

位置

9 關於「地緣剖繪技術」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地緣剖繪技術主要用來預測犯罪者可能的住處和再次犯罪的地區，前者有助於犯罪偵查，後者有助

於犯罪預防

本項技術適用於連續性的犯罪，例如性侵害、縱火和爆炸事件，再結合資料庫偵查技術過濾清查，

進而鎖定犯嫌

地緣剖繪除對靜態的犯罪時間、地點進行統計分析外，如能結合犯罪者的心理剖繪，將會使結果更

加正確

犯罪者以住家為中心向外擴散犯罪，距離住家愈遠，犯罪案件數愈多

10 關於合法通訊監察之聲請作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偵查人員為偵辦通訊保障法案件經所屬機關首長核准後，逕向法院聲請通訊監察書

法院核准後，由執行人員持通訊監察書及登記表，至各警察局刑警大隊通訊監察組投單

通訊監察組審核確認符合後，透過「投單作業管理系統」上傳通訊監察書至刑事警察局通訊監察科

（或調查局）

刑事警察局（或調查局）審核確認通訊監察書核准之監察門號無誤後，始設定上線監察

11 GPS 衛星定位與追蹤器運用於犯罪偵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將電子追蹤器置於欲追蹤對象的車輛、身上或擄人勒索的交款袋，避免偵查行動曝光，降低人員危

險及破案難度

船舶追蹤器，漁船出港後通常數日至數週，無從更換電池，多以鋰電池作為電力來源

將汽車追蹤發射器安裝於車輛底盤，再撥接追蹤器內行動電話，透過衛星定位系統，將監視狀況顯

示電子地圖上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如有可能進入並探測他人封閉生活領域事物，或者跟監時日過久，宜由法院授權

後為之

12 有關「刑案現場攝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現場當受傷者因緊急救護需移動身體時，仍應先行攝影記錄受傷者之原始狀態，並將移動情形記錄

在筆記

刑案現場攝影在景物效果上特別強調真實性與完整性

刑案現場攝影，應多使用廣角或望遠鏡頭拍攝現場全貌

以遠、中、近距離的拍攝程序，將現場與各物證間作連結以顯示其相對位置，以確保物證的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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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關刑案現場之「物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許多罪犯在作案之行為時，有一定之犯行特徵，物證即可幫助了解其犯罪模式

刑案現場，對於物證的紀錄方式僅有筆記及現場描繪兩種

為確保日後之鑑定工作不生混淆，所有物證均必須作適當標記

每項物證之適當包裝方式，全依證物之類型而定，絕不可以將不同物證裝在一個包裝袋，以免造成污染

14 有關「陷害教唆」和「誘捕偵查」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陷害教唆，係指行為人原不具犯罪之故意，純因警察之設計教唆，使萌生犯意，而實行犯罪構成要

件之行為者

提供機會型誘捕，係指行為人原本即有犯罪之意思，其從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犯意，並非他人所

創造

國家機關誘捕偵查作為是否合於正當法律程序，應考量有無法律依據或事前監督、事後審查機制

刑事偵查技術上所謂之「釣魚偵查」，依此方式所蒐集之證據資料，不具證據能力

15 通訊監察對第三人之秘密通訊自由形成侵害，於是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訂定幾項原則加以制約，下

列何者錯誤？

無令狀原則 最後手段原則 重罪原則 期間限制原則

16 依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規定，有關「偵查不公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偵查不公開，包括偵查程序、內容及所得之心證均不公開

有關勘驗、現場模擬或鑑定之詳細時程及計畫，不得公開或揭露之

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首長，應指定該機關有關人員 3 至 5 人，組成偵查不公開檢討小組

影響社會大眾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安全，有告知民眾注意防範之必要，仍不得公開或揭露資訊

17 有關「管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意圖自殺，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

暴行或鬥毆，非管束不能預防其傷害

警察依規定管束時，得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管束時間最長不得逾 48 小時

18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之人無故洩漏或交付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之資料，

處幾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年  3 年  5 年  10 年

19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不得於夜間行之，其例外情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經受詢問人暗示同意者 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者

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者 有急迫之情形者

20 司法警察雖無搜索票，逕行搜索被告、犯罪嫌疑人之住宅或其他處所，應於執行後多少天內報告該管

檢察官及法院？

 1 日  2 日  3 日  5 日

21 徒步跟蹤人員應防止被察覺，如遇不利情況時，應採取因應作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象在行進間突然停止，轉身反顧，或反身往回頭走，執行人員應保持自然行走，並視情況通知其

他人員跟蹤

對象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僅乘坐一段即下車，試探執行人員有何行動，執行人員應儘量避免與其正

面接觸

對象突然進入建築物，經由另一出口或後門溜走，誤導並發覺執行人員跟監，執行人員應視狀況繼

續跟蹤

對象製造突發事故，陷執行人員不利時，應設法儘速撤離，必要時得表明身分及採取反擊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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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與刑事鑑識手冊規定，有關司法警察人員勘察採證之規

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勘察採證，現場應依任務需要，除擔任警戒任務者外，將現有人員區分為偵查組與調查組

勘察採證之偵查組，得由資深之偵查人員擔任組長，勘察採證之調查組，得由資深之鑑識人員擔任

組長

遇有可疑為非病死案件，應報請該管檢察官及法醫實施勘驗

勘察爆裂物爆炸現場時，應會同刑事警察局爆裂物處理人員處理

23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有關司法警察機關執行刑案現場查訪及調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重大刑案之現場指揮官，由管轄警察局局長或其代理人擔任

重大刑案之現場，由管轄警察分局偵查隊長或其代理人督同所屬人員負責現場搜索及證物保全

重大刑案之現場，由管轄警察局刑警大隊大隊長、鑑識中心主任、鑑識科科長或其代理人督同所屬

人員負責現場調查及勘察採證

重大刑案之現場，由管轄警察分局長或其代理人督同所屬人員負責現場搜索及現場調查

24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重大刑案發生除立即偵破外，均應訂定偵查計畫。有關偵查計畫之內

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包括犯罪發生或發現之時間、地點、發現經過或受理報案經過

應包括勘察搜索環境、擬訂搜索任務、步驟、決定搜索時間、地點、對象

應包括現場勘察情形（含跡證鑑定情形）

應包括偵查實施及分工

25 司法警察（官）因偵查殺人棄屍案件之需要，以證人身分依法通知詢問證人甲，於警詢過程中，根據

證人甲之供稱，發現證人甲涉有本宗殺人棄屍共犯之重嫌。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警察偵查犯罪

手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將甲改列犯罪嫌疑人身分，告知緣由及相關權利事項後，針對其涉犯之部分續行警詢，並製作犯

罪嫌疑人之警詢筆錄

應將甲維持證人身分，針對其涉犯之供述內容續行警詢，並製作證人之警詢筆錄

應將甲改列犯罪嫌疑人身分，告知緣由及相關權利事項，必要時應徵得甲之同意後，針對其涉犯之

部分重新詢問，並製作犯罪嫌疑人之警詢筆錄

應將甲並列證人及犯罪嫌疑人身分，續行警詢，針對其供述內容是否涉及其本身涉犯部分之不同，

分別製作證人及犯罪嫌疑人之警詢筆錄

26 依據刑事訴訟法及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有關偵查中之辯護人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

嫌疑人時之權限，在不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及不影響偵查秩序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偵查辯護人得於詢問時在場陳述意見

偵查辯護人得於詢問時以手寫方式札記詢問要點

偵查辯護人得於詢問完畢後檢閱卷宗資料

偵查辯護人得於詢問完畢後協助犯罪嫌疑人閱覽筆錄

27 依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與最高法院及內政部警政署之實務見解，下列何者非屬強制偵查？

鑑定 相驗 勘驗 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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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司法警察（官）甲任職於某縣市警察局刑警大隊第 A 偵查隊（簡稱刑大偵 A 隊），因偵查網路詐欺

集團刑事案件之需要，擬聲請通訊監察該網路詐欺集團之相關共犯。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與內政

部警政署訂頒之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網路詐欺犯罪非屬得通訊監察之犯罪，不得聲請通訊監察該網路詐欺集團之相關共犯

辦理通訊監察聲請案件，得由該刑大偵 A 隊隊長從嚴審核決行後，備文逕向該管檢察署檢察官提

出聲請

辦理通訊監察聲請案件，得由該刑大偵 A 隊隊長從嚴審核決行後，備文逕向該管地方法院法官提

出聲請

辦理通訊監察聲請案件，其聲請因不合法定程序，經法院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

29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有關司法警察人員偵查刑案移送遞解之規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犯罪證據不明確，但被害人堅持提出告訴者，應將案件移送檢察署

行為事實是否構成犯罪顯有疑義者，應將案件移送檢察署

全案經調查完畢，認有犯罪嫌疑者，得將案件函送檢察署

告訴乃論案件，尚未調查完竣，而告訴權人已向檢察官告訴者，得將案件函送檢察署

30 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與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司法警察（官）處理少年刑事案件而詢問涉犯少年

時，司法警察（官）於詢問涉犯少年前，依法令應先向涉犯少年履行告知義務。有關告知義務應先告

知之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先告知其所涉之觸犯刑罰法律事實及法條或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各目事由

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得選任律師為辯護人，如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31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有關網路犯罪案件之搜索計畫內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包括現場狀況，如勘察現場、畫現場圖、載明現場人數

應包括搜索項目，如擬訂搜索項目、標的

應包括搜索任務，如搜索何種犯罪型態網站

應包括決定搜索之時間、地點、對象

32 依據刑事鑑識手冊規定，有關各種刑事鑑識工作項目之分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人體體液內酒精濃度之鑑定，係屬生物鑑識工作項目

毒品之鑑定，係屬微物鑑識工作項目

重大刑案現場勘察與重建，係屬綜合鑑識工作項目

工具痕跡之鑑定，係屬化學鑑識工作項目

33 依據刑事鑑識手冊規定，有關刑案現場初步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現場為室內時，應注意犯罪嫌疑人進入和逃離現場之路線及方法

注意犯罪嫌疑人是否藏匿於現場或混雜於圍觀群眾中

實施刑案現場保全，應視案件情況及人員裝備，立即實施現場封鎖，必要時派員於封鎖線外警戒

採集各類跡證，避免污染，並掌握時效，送請警察局鑑識中心、鑑識（課）或相關單位鑑定

34 依據刑事鑑識手冊規定，有關司法警察機關現場勘察人員對於車輛實施勘察採證，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原則上應用搜索票或鑑定許可書

出於自願性同意者，無須聲請搜索票或鑑定許可書，但應使用勘察採證同意書

有急迫情形者，應報請檢察官指揮實施勘察採證

必要時得先逕行實施勘察採證，實施完畢後 3 日內陳報檢察官補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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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依據刑事鑑識手冊規定，有關司法警察機關執行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強制採樣之程序，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執行採樣前，應先取得檢察官核發之鑑定許可書

執行採樣時，應優先採取毛髮樣本，其次為唾液樣本，再其次為血液樣本

執行採樣時，唾液及毛髮樣本得由司法警察（官）執行採取，血液樣本應由刑事鑑識人員執行採取

執行採樣完畢後，執行採樣機關應製作採樣證明書發給被採樣人

36 依據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6278 號刑事判決之見解，有關司法警察機關因調查犯罪情形之必要，

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實施警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約談通知係屬強制處分

該約談通知應使用約談通知書，不得臨時使用電話通知

該約談通知書應於命到場前 24 小時送達

犯罪嫌疑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逕行拘提

37 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有關拘束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拘提有「有令狀之強制處分」與「無令狀之強制處分」之分，逮捕係屬「無令狀之強制處分」

拘提與逮捕均分別各有「有令狀之強制處分」與「無令狀之強制處分」之分

拘提係屬「有令狀之強制處分」，逮捕係屬「無令狀之強制處分」

刑事訴訟法第 76 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均屬「無令狀之強制處分」

38 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偵查犯罪之需要，依法通知證人甲實施警詢時，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證人不能到場，得於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就證人之所在地詢問之

證人之所在地與本案承辦之司法警察機關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詢問，經

該司法警察機關認為適當者，得以該設備詢問之

當事人及辯護人得於警詢證人時在場並得詰問之

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證言

39 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有關偵查中之程序規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搜索票應由檢察官核發，拘票應由檢察官核發，鑑定留置票應由法官核發，鑑定許可書應由法官核發

搜索票應由法官核發，拘票應由檢察官核發，鑑定留置票應由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應由法官核發

搜索票應由法官核發，拘票應由法官核發，鑑定留置票應由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應由檢察官核發

搜索票應由法官核發，拘票應由檢察官核發，鑑定留置票應由法官核發，鑑定許可書應由檢察官核發

40 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有關鑑定留置之規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鑑定留置，原則上應用鑑定留置票，偵查中由該管檢察官核發，審判中由管轄法院核發

被告抗拒鑑定留置者，得使用強制力，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

被告如經合法逮捕到場，其期間未逾 24 小時，而有鑑定留置之必要者，得不使用鑑定留置票

因鑑定被告心神或身體之必要，得預定 7 日以下之期間，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他適當之處所

41 依據刑事訴訟法、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與刑事鑑識手冊相關規定，有關司法警察人員對於住宅實施勘

察採證，實施勘察採證前，應先取得勘察採證標的權利人之同意，如勘察採證標的權利人不同意時，

現場指揮官如仍認有實施之必要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改以報請警察局局長核可實施證據保全方式為之

得改以報請該管檢察官實施現地勘驗方式為之

得改以報請該管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方式為之

得改以聲請核發搜索票，依令狀搜索或扣押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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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偵查案件之必要，擬採檢被告口腔內之假牙，俾益鑑

定比對後以資作為證據資料使用。有關採檢被告口腔內假牙之措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04 條之鑑定規定 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之 1 之鑑定規定

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之 2 之鑑定規定 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13 條之勘驗規定

43 依據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規定，有關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之程序，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時，原則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全程連續錄影

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時，原則上應指派案件偵辦人員辦理，但遇情況急迫時，得指派非案件偵

辦人員辦理

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時，原則上應安排 6 名以上於外型無重大差異之被指認人，進行真人選

擇式列隊指認

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時，原則上應事先向指認人說明犯罪嫌疑人之特徵，並提供相關照片以供

指認人參考，俾益提升指認之準確性

44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得實施跟蹤監視。有關跟蹤監視，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應徵得警察分局長、大隊長或其代理人之書面同意後實施

應於跟蹤監視實施完畢後 3 日內陳報該管檢察署檢察官

跟蹤監視期間，每次最長不得逾 1 年，如有必要得延長之，並以 1 次為限

對被跟蹤監視者全般性之行為或生活情形，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

45 依據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強制採樣之對象？

刑法第 173 條第 2 項失火罪之被告

刑法第 228 條第 2 項利用權勢或機會猥褻罪之被告

刑法第 277 條第 2 項傷害致重傷罪之被告

刑法第 346 條第 2 項恐嚇得利罪之被告

46 物證依據區分標準之不同，有諸多分類系統，其中與偵查運用最為契合者，國內多數學者專家首推李

昌鈺博士所提出之 5 項物證種類之分類方法（5 大物證種類）。依據李昌鈺博士所提出之 5 項物證種

類之分類方法（5 大物證種類），有關刑案現場水杯杯口緣之唾液，其性質屬下列何種物證種類？

關聯性物證 移轉性物證 暫時性物證 情況性物證

47 犯罪偵查理論中有所謂「桌腳理論」。「桌腳理論」認為犯罪偵查就像建造一張桌子，四個桌腳（四

項偵查重點）都很重要，沒有這四根桌腳（四項偵查重點），案件很難偵破。因此，提出了犯罪偵查

的四項偵查重點（桌腳）。下列何者非屬此四項偵查重點（桌腳）之一？

書證 物證 人證 現場

48 有關司法警察（官）實施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之 1 之同意搜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同意搜索之實施範圍，包括人身、住宅及處所之搜索

應於實施同意搜索前，將被搜索人之同意意旨記載於同意書

應於實施同意搜索完畢後 3 日內，報告該管檢察署檢察官及法院

實施同意搜索之程序若有瑕疵，應依循刑事訴訟法第 404 條之抗告程序救濟之

49 取得犯罪者可能的空間行為，或犯罪相關地點的資訊，藉由連續犯罪的位置，以預測犯罪者的可能住

處以及下次犯罪的可能地點。有關此一偵查理論之概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屬地緣剖繪之概念 屬犯罪熱點之概念 屬犯罪旅程之概念 屬拼圖理論之概念

50 有關犯罪偵查理論中「犯罪剖繪」基本原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犯罪者的核心人格不會改變 犯罪現場反映犯罪者的人格

犯罪者的作案手法推陳出新 犯罪者的簽名將會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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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9年特種考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刑事鑑識人員

科 目：刑事化學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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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潛伏指紋之顯現，請回答下列問題：

氯離子顯現法的原理及處理程序。（10 分）

粉末顯現法的原理及處理程序。（10 分）

二、有關濫用藥物及危險毒物，以甲基安非他命尿液為例，請回答下列問題：

初步檢驗方法、原理及結果判定。（10 分）

確認檢驗方法、原理及結果判定。（10 分）

三、有關爆炸物及射擊殘跡，以射擊殘跡為例，請回答下列問題：

射擊殘跡之形成。（10 分）

射擊殘跡之分析及判定。（10 分）

四、有關纖維、玻璃及油漆跡證，以玻璃為例，請回答下列問題：

玻璃的結構及類別。（10 分）

玻璃證物之蒐集及鑑識。（10 分）

五、有關化學呈色初步試驗毒品，以海洛因為例，請回答下列問題：

馬奎斯試劑（Marquis reagent）區分生物鹼試樣為陽性或陰性毒品之原

理及試驗時注意事項。（10 分）

麥克試劑（Mecke reagent）針對之陽性毒品區分其毒品種類之原理

及試驗時注意事項。（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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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刑事鑑識人員

科 目：物理鑑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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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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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聲紋鑑識工作，請說明下列問題：

何為聲譜圖（spectrogram）及如何產生？（5 分）

寬頻聲譜圖（wide-band spectrogram）與窄頻聲譜圖（narrow-band

spectrogram）二者有何差異？（10 分）

聲譜圖上有那些重要資訊（含聲學特徵）可以供鑑識人員比對？（10 分）

二、刑案現場中，許多細微的證物存有案件的關鍵訊息，為了分辨這些微物

證據，必須利用各種不同的顯微鏡來觀察鑑別多樣化的證物，請列舉 5

種以上的顯微鏡，並說明其原理及可進行那些微物證據之物理鑑識？

（25 分）

三、某日於中部地區果菜市場發生疑似槍擊案件，現場遺留二顆彈殼，並於

鐵皮屋頂上發現一個疑似彈孔，惟現場並未發現彈頭，嫌犯到案辯稱僅

其一人一槍涉案，且係使用不具殺傷力之模擬槍犯案，並交付涉案之模

擬槍，請問你如何進行相關的槍彈鑑識工作，來釐清犯嫌所言的真實

性？（25 分）

四、文書遭偽變造時，經常會以破壞字跡或添加文字等方式進行，請說明

下列問題：

如何運用不同的光源檢視文書上不明文字或遭破壞的痕跡？（15 分）

如何判斷文書上各類文字筆畫的先後順序？（10 分）



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9年特種考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刑事鑑識人員

科 目：刑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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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51070
頁次：1－1

一、陳男因債務糾紛飲用「不明液體」自殺身亡。現場遺留沒有標示成分之

空瓶證物。遺體經法醫與鑑識人員解剖鑑驗後發現，該遺體消化道呈現

嚴重的凝固性壞死（coagulative necrosis）現象。請回答下列問題：

該「不明液體」之「酸鹼」屬性為何？（5 分）

詳述消化道「凝固性壞死」之病理特徵。（15 分）

二、據聞印度、菲律賓、伊朗與越南接連出現數百人因誤信飲用甲醇

（methanol）可以殺死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而死亡之案例。請回

答下列問題：

甲醇中毒之毒理機轉與其對人體會產生的傷害。（15 分）

如何利用氣相層析儀檢測「尿液」與「血液」內甲醇存在的事實？（5 分）

三、陳小弟因為誤食大量外形類似巧克力之「老鼠藥」而中毒送醫。請回答

下列問題：

詳述老鼠藥中毒之毒理機轉。（15 分）

臨床上可以利用何種治療藥物予以解毒？（5 分）

四、請敘述下列名詞之意涵並詳述其「原理」：（每小題 10 分，共 40 分）

 ICP-MS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Mass Spectrometry)

 Southern hybridization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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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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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類科組別：各類別、各類科、各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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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30110-30610
50110-51410
70110-70410
13110-13810
35110-35410

頁次：3－1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甲、申論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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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維持社會的穩定運作，除了法律之外，久而久之會形成許

多「傳統」，如：道德、規矩、習俗、人情…等等。這些傳統，固

然維繫了社會的長期運作，但隨著觀念、潮流的改變，往往也會

造成扞格與衝突，此時應如何處理或化解這些衝突，考驗著我們

的智慧。身為公務人員，一定難免面臨這種情況，請以「傳統與

創新」為題，作文一篇，依據你的經驗與體會，申論如何在舊傳

統與新思維之間，找到平衡。

二、公文：（20分）

根據中央氣象局統計，臺灣夏季均溫約在攝氏30度左右，最

高溫時更達攝氏35度以上，氣候環境大大增加了中暑的發生率。

以今年來看，5月高溫少雨，天氣炎熱，南臺灣更飆出40℃高溫，

天氣風險公司表示，今年5月確實為有氣象觀測紀錄的60年以來

「最熱的5月」。依衛生福利部「及時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分

析全國170多家醫院急診及時資料顯示：每年的7至8月是民眾因

中暑等熱急症至急診就醫的高峰期，近日邁入酷熱的炎夏，氣溫

勢必會持續上升，民眾仍應提高警覺，小心防範中暑。試擬衛生

福利部致國民健康署函：近日氣溫飆高，民眾容易中暑，應加強

宣導中暑的正確處理方式，避免因延遲治療導致永久性的傷害。



代號： 30110-30610
50110-51410
70110-70410
13110-13810
35110-35410

頁次： 3－2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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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勃〈滕王閣〉詩：「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下列選項，何者意思與

「物換星移」之意相反？

江山如故 時移事往 滄海桑田 時過境遷

2 顏色在中文使用上變化多元，下列選項對「 」中的顏色敘述何者正確？

朝如「青絲」暮成雪，指染髮

國劇中以「黑臉」代表奸詐小人

他在商場上的表現令人「眼紅」，指心生嫉妒

週末颱風來襲，不宜「踏青」，指虛擲青春年華

3 孟子：「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上文所說的道理是：

對症下藥 正本清源 以德報怨 責躬省過

4 下列詩句對於「浮雲」的意象有種種描述，何者解讀錯誤？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困頓阻礙

浪跡江湖白髮新，浮雲一片是吾身：羈旅漂泊

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縹緲不定

悠然坐看南窗外，片片浮雲空自忙：閒適愉快

5 「中老年人就像是中古車，保養完善的中古車與新車一樣都能行走，但保養不好的中

古車隨時可能拋錨，人體也是。在漫長的人生中要是沒有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當

年齡增加時，病痛就會清楚地顯現出來。所以中老年人若認為同世代的人做得到，

自己也能做到，這是很嚴重的錯誤觀念。」

本文的旨意近於：

驕兵必敗 自知者明 前車之鑑 駑馬十駕

6 「創造好的學習環境，有助於學習者各方面的發展，包括認知、情感、社會、品格與

性靈。進而讓學習者發揮最大的潛力、培養所需的能力，以走上成功之途。」

下列選項，何者與引文主旨最相近？

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代號：30110-30610
50110-51410
70110-70410
13110-13810
35110-35410

頁次：3－3

7 「從小就看人指點觀音山，說何處是鼻子，何處是額頭，何處是下巴。指點的人，指

著指著，又覺得不對，部位都不準確，只好放棄了。可是，一不指點，猛然回頭，

赫然又是一尊觀音，安安靜靜，天地之際，處處都是菩薩的淺笑，怎麼看都是觀音。」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上文的描述？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

無晴

8 「有一個詩人說：『如果我不來，這一山野花都白開了。』花開了，又謝了，落在泥

土裡腐爛了，而山上只有牛羊走過，老鷹飛過，那教花兒怎麼忍受––作家來了，他

觀察這些花，產生意象，這些花就可能永遠不凋謝，價值也可能不只是一些花。」

根據文意，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作家是生命力的見證人，美的發現者

作家運用細微的觀察力，是為了增強寫作技巧

作家將美好的所見記錄下來，使它們不被時間毀滅

作家觀察自然萬象，能藉由產生的意象賦予永恆的生命

9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

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巿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

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

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

下列選項，最符合上文文意的是：

書籍出版量增加，但讀書風氣每況愈下

印刷術的出現，得以保存許多珍貴的書籍

書籍取得容易，讓人可以引經據典，漫談古今

手抄書，勤誦讀，都不是培養閱讀習慣的好方法

10 「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們建構和整合抽象資訊的認知能力，也在於我

們能發明編造、分析假想，甚至是虛構情景的力量，以及將感知到的事物轉化為有

意義的『為什麼』及『如何』等能力。正是這種好奇心及為了解事件成因與影響的

探究欲望，讓宗教誕生、讓邏輯秩序出現、讓追求理解大自然如何運作的行動迸現，

隨後也讓多數研究付諸實際應用。」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與本文意旨最相近的是：

人與動物不同是因為有想像力

宗教與邏輯秩序起源於虛構力

好奇心是人類進步的重要推手

形成邏輯秩序仰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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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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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科組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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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警察人員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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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20-51120
51320-5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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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英：（25 分）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9 年度訴字第 687 號刑事判決，被告黃○○進

行陳情抗議活動，造成前往處理之某分局員警洪○○跌倒受傷，經檢

察官以傷害、妨害公務等罪嫌提起公訴。法院查驗證據發現，分局長

事前指示遭遇陳抗民眾推擠時，員警要直接順勢跌倒，並將陳抗人士

以現行犯逮捕；致使法院無法排除其係為了要逮捕被告而順勢倒地的

可能；故以罪疑惟輕之原則，判決被告無罪，並於判決書中附記事項。

請將該判決書附記事項以下部分譯為英文：

「我國既為法治國家，執法者除了應廉潔自持外，執法手段更必須合

法正當，不得逾越應恪守之界線，此即本院一再強調的『執法之前，

先要守法』基本觀念。……正因出於對員警執法安全的重視和保護，

本院懇切呼籲警界長官們，切勿對基層員警做出不當的指示或要求，

也再次提醒每位堅守崗位、認真付出的員警們，你們應恪遵的對象，

唯有『國家的憲法與法令』！」

乙、測驗題部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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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依政黨比例代表制選出之代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僅限於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才能分配席位

依政黨比例代表制產生之代表，仍得由選民罷免

依政黨比例代表制產生之代表出缺後有遞補制度

僅限於立法委員選舉才有政黨比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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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考試院之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人員之任用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

考試院職權之行使限制人民權利者，須有法律之依據，始得為之

考試院就其所掌事項之法律案，有對立法院提案之權

考試院對立法院通過之法律案，得經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

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關於立法院文件調閱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使用調閱權所取得之資訊，於使用時應注意維護關係人之名譽隱私及營業秘密

立法院不得調閱檢察機關偵查中之案件卷證

立法院得調閱已偵查終結之所有案件之卷證

立法院得立法對拒絕配合文件調閱者科處罰鍰

4 下列何者非屬立法委員得主動提出之議案？

預算案 法律案 憲法修正案 總統罷免案

5 關於總統特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現職總統競選連任時，無刑事豁免權

總統任內就其犯罪行為享有實體之免責權

總統享有之國家機密特權，包括所有國家內政事項

總統依其國家機密特權，就國家機密事項於刑事訴訟程序應享有拒絕證言權

6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第 77 條所定司法權之範圍？

民事訴訟之審判 行政訴訟之審判 公務員之懲戒 檢察官之偵查起訴

7 憲法基本國策章有關國防與外交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華民國之國防，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其目的之一

現役軍人得兼任文官

要求軍人須超出黨派，侵害其政黨結社自由

依平等互惠原則，我國並非聯合國會員國，自不須尊重聯合國憲章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之限制，下列何者違憲？

犯罪嫌疑人被法院限制住居

破產人非經法院之許可，不得離開其住居地

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役男出國旅遊須先經核准，每次不得逾 4 個月

「國人入境短期停留長期居留及戶籍登記作業要點」規定在臺灣地區無戶籍人民申請在臺

灣地區長期居留得不予許可並限期離境

9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第 18 條服公職權之保障範圍？

俸給 陞遷 工作地點 退休金

10 憲法有關人民基本義務之規定，係人民相對於國家處於何種地位？

積極地位 消極地位 主動地位 被動地位

1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機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新臺幣 500 元罰鍰。有關

此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戴安全帽並非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處新臺幣 500 元罰鍰顯屬輕微，尚未對人民之基本權利構成限制

條例非法律，此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此規定之目的係為增進公共利益

12 關於總統、副總統之缺位與繼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於 3 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我國曾出現總統缺位、副總統繼任，但無副總統補選之憲政經驗

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

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時，其期限不得逾 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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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現行規定，下列何者非立法院之職權？

法律案之議決權 條約案之議決權

國家重要事項之參與決策權 行政院院長任命之同意權

14 依據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規定，有關監察委員之身分及地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監察委員在院內之言論或表決，已無免責權

除現行犯外，非經監察院之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

不得兼任其他公職

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規定，關於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之程序，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憲法法庭行言詞辯論，須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以書面審理為原則，必要時，得行言詞辯論

得囑託檢察官或調度司法警察為搜索、扣押

作成附具理由書之解釋，大法官得提出不同意見書

1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立法委員之質詢及政府人員之備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對政府人員的質詢權，源自於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的憲法規定

立法院邀請政府人員出席備詢時，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及其所屬人員，除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不受外部干涉之人員外，均有應邀說明之義務

質詢權係為貫徹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制度設計

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仍受中央政府之適法監督，故受立法院邀請出席備詢時，亦有

應邀說明之義務

17 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129 條所定之選舉基本原則？

普通 優先 直接 無記名

18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罷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須經立法委員之提案，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且有效票過半數

同意罷免時，方能通過

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如不成立，立法院即不得再提案罷免

對於操守不佳之大法官，仍不能透過罷免追究其責任

直轄市、縣市立法委員之罷免，僅原選舉區之選舉人方有投票權

19 有關總統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元首與行政首長二元化

以行政、立法人事分離為原則

在常態下國會可迫使總統去職，總統也有權解散國會

司法權嚴守憲法分際，絕對不擔任各方利益衝突時之最後仲裁者

20 下列何者係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

國稅與省稅、縣稅之劃分 度量衡

行政區劃 縣警衛之實施

2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那一基本權利受憲法絕對保障？

內在信仰之自由 藝術自由 生命權 隱私權

22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28 號解釋，有關中華民國領土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憲法對於領土採列舉方式

憲法並未設有領土變更之程序

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

國家領土之範圍，可由行使司法權之釋憲機關予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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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列何者不構成財產權之特別犧牲？
私有土地被列入公共設施保留地
私有道路被認定為具公共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
私有土地被徵收
私有騎樓通道經行政機關公告禁止設攤

2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並非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非明文憲法權利？
更名權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契約自由
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權利 名譽權

2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職業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職業自由受憲法工作權保障
執行職業之自由，得為追求一般公共利益而加以限制
行業獨占制度，屬於職業之客觀條件限制
為追求重要之公共利益，得對於特定職業設定客觀條件限制

2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不違反平等原則？
排除色盲考生進入警察大學就讀
對於性交易僅處罰意圖得利之一方
扶養親屬限於「未滿 20 歲或滿 60 歲以上者」始得減除免稅額
禁止明眼人從事按摩業

27 主管機關進入營業場所檢查消防及相關安全設施是否合法，與下列何種基本權利之限制最無關？
隱私權 營業自由 人身自由 財產權

28 某社區規約約定，區分所有權人不得於其住宅內設置各種中途之家。社區住戶甲因於其所有
之獨棟住宅內設置「未婚媽媽中途之家」，為社區管理委員依規約訴請甲遷離社區。於法院審
理本案時，甲得主張下列何種憲法理論？
國民主權及參政權之理論 基本權對國庫行為之效力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基本權之第三人效力理論

29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0 號解釋，學術自由之保障，係由下列何項憲法權利導出？
言論自由 講學自由 著作自由 出版自由

30 下列何種言論，受到憲法保障之程度最低？
批評企業的學術論文 菸商贊助公益活動之宣傳
鼓吹受僱者參與遊行之傳單 鄉民討論明星服裝造型的網路留言

31 憲法第 23 條規定，人民權利得以法律限制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律僅指立法院通過之中央法律
對於財產權，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限制
地方自治團體不得制定自治條例限制地方人民之基本權利
行政機關不得訂定法規命令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

32 甲為慶祝其成年，租用私營旅館內庭園與眾多好友同樂，是否須經主管機關許可？
雖屬室外集會，仍可自由為之 屬室外集會，須先經許可
屬室內集會，可自由為之 雖屬室內集會，仍須先經許可

33 下列何者涉及憲法生存權之保障？
禁止刑求行為 禁止安樂死行為 禁止通姦行為 禁止人民團體之成立

3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不屬憲法租稅義務之內涵？
租稅法律主義 租稅公平原則 構成財產權之限制 預先指定稅捐之用途

35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司法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司法院設大法官 15 人，並以其中 1 人為院長，1 人為副院長
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司法院大法官，均適用憲法第 81 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 9 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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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依憲法增修條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地方制度法規定，有關我國之地方層級劃分，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村里為地方自治團體 縣劃分為鄉、鎮、縣轄市
直轄市劃分為區 省不是地方自治團體

37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地方自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屬於縣之立法權，由縣議會行之
縣就自治事項，得在法律授權範圍內制定自治條例
縣長由縣民選舉之
縣議會議長選舉之投票方式，純屬地方自治事項

38 下列何者不適用「罷免」的規定？
全國不分區選出之立法委員 總統
直轄市議員 村（里）長

39 行政院會議之主席由下列何者擔任？
總統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秘書長 內政部部長

40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規定，關於人民聲請釋憲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政黨亦得聲請釋憲 須主張憲法上之權利受不法侵害
須用盡一般之法律救濟途徑而未獲得救濟 對於違憲之判決大法官應撤銷發回更審

41 While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police officers have a dangerous job,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killing unarmed citizens is a of the oath they have taken.
 distinction  graduation  violation  regulation

42 Illegal immigrants awaiting will be put into one of these detention centers before they are
transported back to their countries.
 detention  determination  deportation  deliberation

43 If a person was acquitted on a charge, it means he .
 received a sentence from the judge  was arrested by the police
 was not found guilty in court  became a witness in a case

44 You should show the residents of the household the search before you enter the property to
conduct a search.
 warrant  proscription  ban  license

45 A person who breaks into the computer system of another person is a .
 heckler  hacker  hustler  hipster

46 She not only refus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field sobriety test but also began to quarrel with the
officers, so they charged her with the work of the police.
 operating  negotiating  distorting  obstructing

47 The police the nightclub in the middle of the party and found weapons and illegal drugs
inside.
 raided  fortified  repossessed  fostered

48 The women appear to have been kidnapped from their native villages and forced to provide sexual
services; they are likely the victims of .
 social work  heroin addiction  human trafficking  domestic violence

49 Travelers with a negative COVID-19 RT-PCR test report still have to undergo a 14-day after
they arrive in Taiwan either in a hotel or alone in a residence.
 management  quarantine  observation  isolation

50 Those who plan to travel abroad are urged to have the COVID-19 before their departure to
build immunity against the virus.
 vaccine  accentuation  diagnosis  infection



代號：50120-50520
50720-51120
51320-51420

頁次：6-6

請依下文回答第 51 題至第 55 題：
Would Covid masks help criminals get away with it? It was the question posed by police,

academics and many others when face coverings became 51 in shops and other places last year.
Now, it seems, they have their answer as Kent police in the UK say catching a person guilty of a crime
has become even 52 as putting together an accurate efit (electronic facial identification technique)
–which officers use like wanted posters – is difficult when the person 53 is wearing a mask. Susan
Morrison, a civil supervisor at Kent police’s identification office, said, “We are seeing an increase in
reports of guilty people wearing masks. And while we view each case separately, sometimes it can be
more stressful for the victim to go through the process of making an efit, than the result is useful to the
investigation.” The phenomenon is 54 limited to the UK. US media outlets have reports on a couple
in Connecticut committed a series of crime in a day, during which they are accused of robbing several
shops while disguised in medical masks. In order to 55 an increase in mask-assisted crime,
professors at Leeds University’s law school warned shop owners to look out for robbers returning for a
second bite of the cherry. This is because they know that successful commercial robbers return to the same,
nearby or same-type places.
51  essential  memorial  beneficial  imperial
52  smoother  trickier  clumsier  guiltier
53  in theory  in common  in question  in general
54  from now on  time and again  all the way  by no means
55  cease  march  pursue  obtain
請依下文回答第 56 題至第 60 題：

The killing of George Floyd by police officers in Minneapolis and the shooting of Jacob Blake by
police in Wisconsin have led many police departments in the US to deal with unpleasant situations they
have avoided till now. As thousands have marched in the streets to protest against racial inequality, many
others have also been forced to ask some difficult questions about their levels of prejudice. While some
people mistake racism as being only plain prejudice, there is another crucial component that affects our
decision and actions towards others: implicit bias. An implicit bias is any prejudice that has formed
accidentally and without our direct knowledge – and it can often counter our obvious beliefs and behaviors.
Usually, it reflects a mixture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ttitudes around us as we have grown up, and our
wilder exposure to society and culture –including the books we read, television we watch and news we
follow. Many police departments in the US have pointed to strategies aimed at tackling implicit bias as
evidence of their attempts to root out racism from their ranks. Police departments are not alone in hoping
tackling unconscious bias can bring about chang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have also commanded
implicit bias training in response to racist incidents involving their employees.
5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describes what the passage is about?
 Implicit bias is a crucial component in racism.
 Police and corporations tackle racism together.
 People mistake racism as accidental prejudice.
 The US police have made evidence of tackling bias.

5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 inferred about implicit bias?
 Racist incidents involve a certain level of implicit bias.
 People are barely aware of having implicit bias.
 Corporations have also commanded implicit bias.
 The US police avoid fixing unpleasant situations.

5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describes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passage?
 Comparison-Contrast.  Process Analysis.
 Cause and Effect.  Simple Listing.

59 Based on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hat can you infer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italicized word?
“Many police departments in the US have pointed to strategies aimed at tackling implicit bias as
evidence of their attempts to root out racism from their ranks.”
 Grades achieved by the police.  Qualities involving in the police.
 Positions related to the police.  People belonging to the police.

60 What kind of tone does this passage have?
 Informative.  Respectful.  Sympathetic.  Disappr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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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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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科組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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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警察人員電訊組、警察資
訊管理人員、刑事鑑識人員、國境警察人員、警察法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

科 目：警察情境實務（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障與正當法
律程序）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50150-50550
50750-51150
51350-51450

頁次：4－1

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在某街道騎樓意圖媒合乙與人性交易而拉客，乙並與丙從事性交易，

為員警蒐證並查獲，你是分局偵查隊業務承辦人，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相

關規定，請分別說明甲、乙、丙之行為應如何處罰？又渠等行為負責裁

處之管轄機關各為何？（20 分）

二、你是派出所所長帶班巡邏時，突然看到某間手機店員工由店內跑出，沿

街追逐一名男子並大喊「小偷！」，經你攔下該男子並要求出示身分證

件，其取出身心障礙手冊，因心智功能障礙無法完全陳述名字與住址。

店員指稱該男子佯裝購物，趁機取走店員放在櫃檯上之手提包，試問你

在現場應採取那些處置作為？又將該男子帶回派出所後，請說明後續詢

問程序及應注意事項為何？（20 分）

三、派出所接獲勤務指揮中心通報，轄區發生疑似家庭暴力案件，你是所長

帶領同仁趕赴現場，除當場逮捕家庭暴力之嫌犯甲男之外，該地鄰長亦

向你稱，甲男經常於酗酒後毆打其妻子、兒女至遍體鱗傷，不但不聽勸

阻且屢次再犯。請問如何協助代為聲請保護令或其他相關之保護作為？

以及如何執行此保護令？（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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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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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警察分局巡官，在督導派出所勤務時，對於執勤同仁作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臨檢之規定，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亦得為攔檢及隨機檢查

警察執法之心證確定程度與職權干預強度應成反比，故應有相當理由才能攔停交通工具

警察執法應遵守比例原則，得由現場員警決定採取報復性或懲罰性執行手段，以達成執行績效

警察執法應基於法定要件與程序之正當合理性，並以整體考量，以形諸裁量是否採取攔檢措施

之基礎

2 你是派出所所長，和警員 A 分別騎乘 2 輛警用機車巡邏，途中發現男子甲鬼鬼祟祟窺視附近住

戶，甲見員警神色慌張，即快步往巷弄離開，你和 A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攔查，基於執勤安全，下

列處置作為何者不適當？

盤檢時警用機車宜停放在甲之後方安全反應距離，機車保持發動，以維持機動性

盤查時，你和 A 應分別在甲之左、右或前、後，1 人盤查 1 人警戒

甲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時，從皮夾中掉落疑似安非他命毒品 1 小包，甲抗拒逮捕時，先上手銬後

附帶搜身

欲將甲帶回派出所調查時，應回報派出所請求另派汽車載送

3 你擔任派出所值班勤務時，民眾甲到派出所報案稱，其搭乘臺北捷運從淡水站到臺北車站，下車

時發現隨時攜帶之國民身分證、金融卡及中華民國護照等，不慎遺失，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婉轉告知甲，請其確認遺失地點，通知管轄警察單位處理

立即受理，填寫各類案件紀錄表，詳載遺失物品名稱內容

告知民眾，身分證直接至戶政事務所重新申辦即可，無需報案

護照以外遺失之物品，進入 e 化系統平臺作業，製作受理案件登記表交予民眾

4 你執行路檢勤務時，見 1 部機車違規闖紅燈即攔停欲舉發，惟該駕駛人堅稱自己未闖紅燈，並提

出異議，下列何種處置最適當？

製單舉發，如不願簽名，視為不服稽查取締之行為

斥責後不予製單舉發，令其離去

駕駛人對違規事實有異議，應於通知單記明其事件情節及處理意見，繼續完成製單告發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如認異議有理由即暫停舉發；無理由者繼續完成製單告發，並依駕駛人請求

另行開立異議紀錄表

5 派出所警員甲所負責的警勤區內，有治安顧慮人口乙，有關甲對乙的查訪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針對乙的查訪期間，以刑之執行完畢出獄後 3 年內為限

若乙是假釋犯，雖假釋經撤銷，但其先前假釋期間的查訪，仍可列入後續查訪期間計算

甲接獲情資，乙的活動在其他分局轄區，應填具「治安顧慮人口動態通報單」，通報他轄分局查

訪確認

查訪對象未居住本轄時，他轄分局接獲通報後，乙所在地之警勤區員警，應在 5 日內對乙實施

現地查訪 2 次

6 你擔任派出所所長，因民眾檢舉轄區某養生館從事妨害風化之情事，於是喬裝客人前往調查，依

照目前司法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便衣訪查時，為蒐證必要，得與有意圖營利從事性交易女子有肢體接觸，俟違法要件成立時，

再聲請搜索票取締

喬裝客人調查妨害風化，採取誘捕偵查手段蒐證，不得逾越必要及正當手段

雖具有司法警察身分，仍屬證人，有補強法則之適用

執行偵查輔助機關任務時，具有追緝犯罪之公益性，同時兼有證人之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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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甲擔任派出所所長，某日轄區發生酒後鬧事，據報前往處理，而酒客乙欲攻擊員警，甲即使用警

棍自衛並制伏酒客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制伏乙上銬後，應立即停止使用警棍

甲使用警棍時，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甲使用警棍時，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因甲係使用警棍，依法無須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長官

8 女童甲由家屬帶同前來派出所報案，指稱暑期居於他轄親戚住家期間，鄰居乙男以金錢誘騙並對

女童為強制性交，本案應如何處置？

本案為他轄案件，應即行通知發生地警察機關接辦

乙男如未滿 18 歲則屬告訴乃論案件，應詢明被害人及家屬是否提告

本案為兒童被害案件，應即通報婦幼警察隊指派具專業人士協助詢問

應通知警察（分）局性侵害案件專責處理人員接案處理，同時知會防治組家庭暴力防治官

9 你帶隊前往犯罪嫌疑人甲之住宅執行搜索，於執行過程中甲妻突然告知你，她常遭甲毆打，並展

示身上傷痕，甲立即喝斥妻住口，並高舉右手掌摑妻子致其頭部受傷，你當場應採取何種作為？

制止暴行並規勸甲冷靜，告知甲妻至轄區派出所報案

將甲妻帶回偵查隊，交由家庭暴力防治官處理

執行完搜索任務後，再協助甲妻聲請保護令

逕行逮捕甲

10 你是警察分局長，擔任集會遊行現場指揮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群眾如未依核准路線遊行，應命令解散

對違反集會遊行活動，可採取舉牌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等措施

群眾違法占據重要幹道，嚴重影響社會秩序，應即實施驅離

如要強制驅離作為，依現行法規定應得地方政府首長之同意，始得為之

11 你負責偵辦一件分屍案，該屍體及四肢散置於偏僻河堤旁，疑似曾遭野狗拖拉挖食，現場及附近

道路無監視器，且屍體身分不明，鑑識人員到場後表示指紋均已遭磨滅，關於先期之查察作為，

下列何者不適當？

拼湊屍體，確認被害人人數 指紋已遭磨滅，以無名屍作業方式處理

查察近期失蹤人口 提供屍體上之特徵，透過媒體供家屬指認

12 你是派出所所長，於勤前教育時提示所屬員警應遵守提審法，以保障人身自由權利，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逮捕、拘禁之機關，如無特殊情況致解交困難，應於收受提審票後，24 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

人解交法院

受聲請法院，於繫屬後 48 小時內，應向逮捕、拘禁之機關發提審票，並即通知該機關之直接上

級機關

人民被逮捕、拘禁時，逮捕、拘禁之機關應即將逮捕、拘禁之原因、時間、地點及得依提審法

聲請提審之意旨，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至遲不得逾 24 小時

人民被警察機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請提審。但其他

法律規定得聲請即時由法院審查者，依其規定

13 你是派出所所長，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指導所屬同仁處理刑案，有關對犯罪案件管轄責任區分

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刑事案件原則上由犯罪地之警察機關管轄

犯罪行為之發生或結果橫跨二個以上警察機關管轄區域者，由其上級機關指定管轄

殺人犯罪之地點屬專業警察機關管轄區域者，一律由發生地所屬縣市警察機關管轄

當面取款之詐欺案件，由受害者住居地之警察機關為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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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你是偵查隊分隊長，指導所屬同仁有關偵查辯護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偵查中選任辯護人不以律師為限

每一犯罪嫌疑人選任之辯護人不得逾 3 人

警詢階段中，辯護人不得檢閱、抄錄或攝影卷宗及證物

偵查中之辯護人不得於執行搜索或扣押時在場

15 你是派出所所長，指導所屬員警辦理刑案時，有關搜索及扣押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搜索應保守秘密，並應注意受搜索人之名譽

緩刑人住居之處所，夜間均得入內搜索

受搜索人抗拒搜索者，得用強制力搜索之，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

搜索軍事處所，應通知該管長官或可為其代表之人在場，並應以會同該管憲兵單位執行為原則

16 你是派出所所長或分局之巡官，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定，有關刑案逐級報告程序及時機之

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分駐所、派出所或勤務單位受理報案或發現犯罪，均應立即通報分局

分局接獲派出所報告發生之刑案，應迅速通知偵查隊偵辦，並即報告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揮

中心列管處理

分局受理或接獲分駐所、派出所或其他單位轉報發生之刑案，均應立即報告主管，並轉報警察

局勤務指揮中心列管

刑案發生與破獲之報告時機區分為初報、續報與結報 3 種

17 近期有民意代表針對交通罰單浮濫，舉發錯誤比例過高提出批評，你是交通分隊長，為提升執法

品質，降低錯誤率，對於同仁執行交通違規逕行舉發案件勤教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蛇行、危險方式駕車或 2 輛以上之汽車競駛或競技，可能有觸犯公共危險罪之虞，雖有科學儀

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違規行為，仍不宜逕行舉發

某國小學校交通服務隊現場導護人員在執行導護工作時，簽證檢舉校門口違規停車，雖未檢附

違規車輛照片，仍符合逕行舉發要件

逕行舉發，應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之資料，以汽車行為人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

變換車道不依規定使用燈光，因有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符合逕行舉發要件

18 你於勤務中發現交通違規並進行舉發，如當事人不願意簽名，或不願收受通知單，下列何種處置

不適當？

不願意簽名時，註明「拒簽」及其事由，仍將通知聯交付

不願收受通知聯時，註明「拒收」，並告知應到案日期及處所

拒簽又不願收受通知聯，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將其帶回駐地查證

將拒收的通知聯連同移送聯一併移送處理

19 你帶班執行交通違規稽查勤務，對於不服稽查逃逸者，應當場予以攔截舉發，若當場不能攔截，

則逕行舉發，下列何者非屬不服稽查取締之要件？

拒絕出示駕照、行照 拒絕靠路邊接受稽查

對於違規事實提出異議，拒絕簽名 過程中藉故叫囂，不配合稽查

20 某人向警察檢舉違規停車事件，到場處理員警發現違規車輛為外交車輛（「外」字車牌），如果你

是該員警，下列何者是適當的處置方式？

可對駕駛人違規情事依法舉發處理，駕駛人不配合時，可直接扣留其駕照

駕駛人若為外國駐華機構官員，應予以適當禮遇，態度懇切，可扣留其駕照，對其違規情事依

法舉發處理

駕駛人若為外國駐華機構官員，不得扣留其駕照，應予以適當禮遇，態度懇切，對其違規情事

依法舉發處理

駕駛人為車主時，可對其違規情事依法舉發處理，駕駛人不配合時，可直接逮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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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警察偵查犯罪手冊對於受理報案應注意事項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受理言詞告訴或告發時，應即時反應處置，並當場製作筆錄，詳載證據及線索，以利進行偵查

不論何人，知有犯罪嫌疑者，得為告發，告發只需申告犯罪事實，不需知悉犯罪嫌疑人，亦不需請

求處罰犯罪嫌疑人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不論以書面或言詞受理告訴、告發或自首等案件，均應詳予記錄後即報告直

屬長官，並注意是否有誣告或謊報等情事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受理報案，態度應誠懇和藹，不論本轄或他轄案件，應即受理並反應處置，

且詳實記錄；非本轄案件，於受理及處置後，應依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 化平臺作業要點相關規定移

轉管轄分局處理

2 有關警察偵查犯罪手冊對於刑事案件的管轄及偵查責任區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境外犯罪案件，以被害人之工作地、現住地及家屬現住地之次序，決定管轄之警察機關

網鴿恐嚇取財，由被害人戶籍地或鴿子所在地之警察機關管轄

網路犯罪案件以犯罪被害人現住地或戶籍地之警察機關為管轄機關，並由受理報案在先之警察機關

負責偵辦；無管轄責任之警察機關接獲報案後，應先受理及作必要處置，並迅速通報管轄之警察機

關繼續偵辦

涉及帳戶匯款案件，由帳戶開立人戶籍地之警察機關管轄，其他相關警察機關協同辦理。但同時涉

及當面取款詐欺案件者，統一由匯款地之警察機關為主辦單位

3 警察於刑案現場逮捕犯罪嫌疑人時，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附帶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立即可觸及之處所

於刑案現場或現場以外之處所逮捕犯罪嫌疑人時，應立即帶回現場。記錄犯罪嫌疑人自發性之供述、

身上形跡及任何不正常之舉止。必要時，並得會同鑑識人員檢視其身上可疑跡證

得使用警械防止其脫逃、自殺或其他意外，並將其與被害人、目擊證人或其他參與犯罪者隔離

遇犯罪嫌疑人攜帶或藏放之武器或證物，應立即扣押或留存，並記錄其外觀及所在位置

4 警察人員發現犯罪，應妥適處理現場，蒐集犯罪事證，並立即研判案情，實施偵查計畫，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①重大刑案發生除立即偵破外，均應訂定偵查計畫，以為偵查之準據 ②偵查犯罪，須依據

偵查計畫，運用科學器材與科技方法，歸納、分析、研究、判斷、貫徹執行，尋找破案線索 ③案發

地點乃最有力之證據，狡猾之犯罪嫌疑人，常利用其作為脫罪之反證，故對犯罪發生地點應詳予調查

認定 ④偵查計畫應包括破獲時間與地點，嫌疑犯之嗜好、接觸人物及被害狀況等生活情形

①② ②③ ①④ 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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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犯罪證物包裝與保存的基本原則，就是會隨時間流逝而改變的短暫性、易碎的物證應優先採證包裝，

有關常見證物的包裝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彈殼與彈頭為防止分散，應包裝於共同容器內，指派專人送至刑事警察局鑑驗

金屬物件上的工具痕跡應適當保護，為防濕氣而生鏽，可塗上一層薄薄的油

已經乾掉的生物性跡證，例如血跡、精液或口水，應分開包裝

若胃內殘餘物及器官欲進行藥毒物檢測，該類檢體可能有易揮發的溶劑，應放置於密封的玻璃中以

防蒸發，再以泡棉柔軟物包覆

6 案件發生後，巡邏員警往往首先到達現場，後續則為現場處理人員與偵查員警，有關現場的勘察與處

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現場依任務分為調查組與勘察組，特別是室內現場物證的蒐尋，兩人一組較單獨一人工作為佳，進

入現場後，各自從事不同工作，以期及時完成蒐證

勘察組由鑑識中心主任、鑑識科科長或股長或資深鑑識人員擔任組長，具體任務包括觀察案發當時

天候、風向、氣溫、照明等狀況

若基於採證之目的而蒐尋跡證，應由潛而顯，先取得潛伏跡證，再尋找明顯跡證

現場處理時，應禁止證人之間相互談論事件，因為證人可能因為其他人的談論內容而改變自己原本

的記憶。而事實上那些事情並非他們所目擊的，或根本未曾發生過。心理學上類似的論點，稱之為

「倒攝干擾（retroactive interference）」

7 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有關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必

須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謹慎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詢問、訊問、護送少年或使其等候時，應與一般刑事案件之嫌疑人或被告隔離。但偵查、審判中認

有對質、詰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如需經法官同意始得於夜間詢問少年者，應先以電話、傳真或其他適當方式

報請法官許可，並將許可之書面、電話紀錄或傳真覆函附於警卷內

警察機關對於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之預防，除應利用巡邏查察等各種勤務經常注意勸導、檢查、盤

詰、制止外，於週末、假日及寒暑假期間，並應協調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邀集學校、社會團體派員組

成聯合巡邏查察隊，加強實施上開工作

警察機關辦理少年前科相關紀錄資料塗銷作業，發現資料有誤或有其他疑義時，應即時與所屬警察

局（紀錄科）聯繫

8 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詢問及文書製作」之條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公務員制作之文書，得竄

改或挖補；如有增加、刪除或附記者，應蓋章其上，並記明字數，其刪除處應留存字跡，俾得辨認

②訊問被告、自訴人、證人、鑑定人及通譯，應當場制作筆錄 ③受訊問人為被告者，在場之辯護人

得協助其閱覽，不得對筆錄記載有無錯誤表示意見 ④筆錄應命受訊問人緊接其記載之末行簽名、蓋

章或按指印。但受訊問人拒絕時，應附記其事由

①② ②③ ①③ ②④

9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於製作犯罪嫌疑人筆錄，以及證人或關係人之指證筆錄時，應謹慎依法辦理，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通知證人之通知書應於命到場前 24 小時送達之。但情形急迫或案情單純者，得以電話、傳真或口

頭等方式通知之。證人經通知到場者，應依原定時間及處所即時詢問，不得拖延

證人或關係人因到場作證有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有遭受危害之虞時，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 編總

則第 3 章證人保護規定聲請保護

經以證人或關係人等人之身分通知到場接受詢問後，認有犯罪嫌疑，應告知緣由及相關權利事項，

俟其同意後，再就有關犯罪事實重新詢問

詢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應全程連續錄影。不得於筆錄製作完成後，始

重新詢問並要求受詢問人照筆錄朗讀再予以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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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跟蹤及監視乃偵查人員對特定之人、車輛、處所或物品所為秘密、持續或週期性之觀察活動，目的在

於發現犯罪嫌疑人之活動及身分等相關訊息，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跟蹤及監視皆須採取輪班方式執勤

如遭對象識破，應立即返回辦公室或相關處所，避免其反跟監

被跟蹤對象製造突發事故，陷執行人員於不利時，執行人員應設法儘速撤離。必要時，得表明身分

及採取反擊動作，並通知其他人員前往支援

跟監人員應以主辦案件人員為主，支援人員為輔

11 犯罪偵查作為乃是指具有偵查權限之機關認為有犯罪存在時，蒐集與保全證據、拘捕犯嫌等之過程，

有關警察人員依據相關法令真正擁有之權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依刑事訴訟法第 71 條簽發傳票，

傳喚被告 ②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1 條至第 13 條跟蹤與運用線民權 ③依刑事訴訟法第 230 條及

第 231 條實施犯罪調查有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 ④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建

請羈押權

①② ①③ ②③ ②④

12 刑事訴訟法與警察偵查犯罪手冊對於「拘提」與「移送遞解」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機關偵查刑案，全案雖未調查完畢，但經依法提起自訴或向檢察官告訴，應將全案移送或報告

管轄法院或檢察署

警察機關偵查刑案調查完畢，認有犯罪嫌疑，證據證明力足夠，得函送管轄法院或檢察署

經檢察官核准免予解送之犯罪嫌疑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之 2 規定對其免執行拍照及按捺指

紋等必要措施

執行拘提、逮捕或解送，得使用戒具，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有關使用戒具之範圍、方式、程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實施辦法，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13 警察機關執行搜索及扣押乃為保全犯罪證據，有關刑事訴訟法第 1 編第 11 章「搜索及扣押」之規定，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因追躡現行犯或逮捕脫逃人，有事實足認現行犯或脫逃人確實在內者，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於偵查中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有立即扣押之必

要時，得逕行扣押；檢察官亦得指揮檢察事務官、書記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

實施搜索或扣押時，發現另案應扣押之物亦得扣押之，分別送交該管法院或檢察官

旅店、飲食店或其他於夜間公眾可以出入之處所，仍在公開時間內者，夜間亦得入內搜索或扣押

14 犯罪現場是證據的寶庫，勘察人員常會使用「多波域光源」設備，進行現場跡證尋找、定位，以利後

續跡證採集、記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此種破壞性光學蒐證方法，原理乃利用光源設備產生特殊波長的可見光光源照射特殊跡證時，跡證

會被激發出波長較長且肉眼可見之螢光

刑事鑑識人員可配合適當之濾光鏡（片），即可對潛伏跡證型態進行檢視及拍照記錄等工作

可用於發現現場體液斑跡、爆炸殘餘物

可用於區別真偽筆跡、檢視鈔票、有價證券及身分證件上之防偽標示等

15 指紋是個人身分鑑別之重要依據，有關指紋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DNA 相同的同卵雙胞胎，他

們的指紋紋線特徵，仍有不同之處 ②指紋在胎兒發育 1 至 2 月即已形成，隨著發育而成長 ③人類皮

膚具有再生能力，若輕微的創傷，不傷及皮下組織，經過一段時間後能恢復原狀，不會改變指紋的形狀與

特徵 ④因指紋每條凸紋上都布滿汗孔，會留有分泌出來的汗液，也會沾有皮膚其他分泌物質（如皮脂），

當手指接觸到物品時，就如蓋印章一般，在該物品表面留下指紋特徵

①② ②③ ①④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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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當前資通訊技術發展迅速，對於刑案現場電腦、網路設備等數位證物之處理非常重要，攸關案件的突

破與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針對電腦主機之處理，首先確認電腦主機是否為開機狀態，若為關機狀態，經研判無立即蒐證之必

要者，直接進行後續扣押流程

針對網路設備，應先確認所有網路設備數量，並確認現場是否有無線網路之訊號。若為有線之區域

網路，標示網路設備各連接埠連接之電腦主機或其他設備，電腦主機相關資料蒐集完成後，保持網

路通暢，以利後續偵辦

對於現場所有儲存裝置之數量應加以確認，逐一對各儲存裝置之內容進行檢視，檢視時不可更動其

內容

對於行動裝置首先應阻絕其網路及通訊，並注意電量是否足夠。若為開機狀態，則將行動裝置設定

為飛航模式

17 通訊監察具有高度隱密性，對於組織性的犯罪，可以彌補傳統偵查方法之不足。有關通訊監察之法令

規定與執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偵辦最重本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為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

之必要時，得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調取票

夜間或假日遇案情特殊、情況急迫之案件，須緊急調取通信紀錄者，可逕向法官報請許可後，先為

調取通訊監察資料

通訊監察案件投單時，應檢附通訊監察書影本及上線申請表，並依警察機關執行民營行動及固網電

信通訊監察作業規定辦理

警察機關聲請通訊監察案件承辦人員於執行通訊監察完畢後，應將執行結果依規定於警察機關 e 化

案件平臺系統確實填報

18 數位證據具有許多特性，以致於本身在蒐集證據、保存、分析時都必須小心謹慎。有關數位證據的特

性，以及偵查此類犯罪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所謂數位證據，目前法令所指者，以刑法第 10 條第 6 項「稱電磁紀錄者，謂以電子、磁性、光學

或其他相類之方式所製成，而供電腦處理之紀錄。」為主

數位證據具有易消逝性、易被竄改及破壞、具隱匿性、不可還原性

數位證據本身只能成為輔助證據，無法成為直接證據

承辦案件人員應儘可能以最淺顯易懂的文字說明該數位證據是如何取得及產生、如何直接或間接證

明其與犯罪事實、時間、地點的關聯性

19 情報是破獲刑案重要的關鍵因素。有關警察情資來源與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的內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無論實務上或學者研究指出，警察的情資來源包括：開放來源（Open Source）、秘密來源（Confidential

Source）、喬裝警探（Undercover Police Officer）、線民（Informant）、內線（Controlled Informant）等

警察為防止危害或犯罪，認對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將有危

害行為，或有觸犯刑事法律之虞者，得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其相關資料

經遴選為第三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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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具警察職權

行使法或其他法規賦予警察之職權。其從事秘密蒐集資料，不得有違反法規之行為。有關實際工作

需要之費用應由第三人親自具名領取

警察遴選第三人，應查核事項包括：忠誠度及信賴度、工作及生活背景、合作意願及動機

20 科技偵查技術涵蓋錄影監視影像偵查、通訊監察、社群網路調查、資料探勘技術、數位鑑識等，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錄影監視影像（CCTV）具有重建犯罪過程、尋找歹徒、共犯影像、確定歹徒進入與逃離路線等多

種的犯罪偵查功能

執行通訊監察系統之追蹤鑑識，通常有「利用細胞辨識碼（Cell Identifier）予以精確定位」與「利

用位置與移動指標換手（Hands Off）狀況」兩種方式可以運用，加以監視對象位置

每個人在使用社群網路時，皆需要使用者名稱，用來登入網站，這個名稱通常會出現在使用者頁面

的 URL 中

 FB 提供了搜尋「暫存（Cache）」功能，可以讓偵查人員查看到網頁的歷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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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近年來，以電腦為犯罪目標的案件層出不窮，有關入侵電腦犯罪與影音證物之處理原則，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影音證物數位檔案應以壓縮檔案格式轉檔為宜，並備份或燒錄成為隨身碟，以利攜帶、保存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

相關設備者，應以刑法第 315 條「無故窺視窺聽竊錄罪」，移送地檢署偵辦

數位視訊檔案的證物須轉檔成常用格式，無法轉檔者，併附解碼程式送鑑；勿以翻拍螢幕畫面之檔

案送鑑

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22 民眾可以主動提供犯罪線索，協助警察機關破案，確保社會安寧。有關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

的規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民眾提供犯罪線索，不論以書面、口頭或其他方式，均應嚴予保密。如其不願出示真實姓名者，可

同意其使用化名、代號或暗語為連絡記號

各警察機關得視實際工作需要，向當地郵局洽設易記之專用信箱，以供民眾提供犯罪線索

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可直接使用「一一○」電話，自動電話或警用電話報案，並可以口頭或書面行之

民眾提供犯罪線索，無論書面或口頭的紀錄資料，均不得附錄於案卷。如須辦理移送者，應將民眾

列為移送書或報告書之關係人，供檢察官了解案情來源

23 住宅竊盜的犯罪動機，大多為獲得經濟利益，有關住宅竊盜特徵與預防策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增加住宅的監控與標的物的防禦性，藉由建立社區意識與防衛空間，強化安全機制，降低被害風險，

就是預防住宅竊盜最好的方法

大部分的住宅竊盜發生地點都是在新式獨立的大樓

住戶異動頻繁，或彼此之間較少互動，可以減少竊盜案件發生

多數住宅竊盜犯隨機行竊，因此，不會對標的物周遭進行觀察

24 目前各類詐欺案件層出不窮，影響社會治安甚鉅。有關詐騙的情節及防範策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如接獲網購客服聲稱訂單有問題，應將電話掛斷，自行查詢並撥打客服電話確認，或撥打 165 反詐

騙諮詢專線諮詢

民眾於網購平臺購買商品，常遭詐騙係因詐騙分子偽裝賣家，於網路商品刊登頁面要求加入 LINE、

FACEBOOK 等作聯繫，雙方私下約定交易金額，賣家以各種理由請買家勿直接下標，並提供個人

金融帳戶給買家匯款，匯款後賣家卻人間蒸發

預防網購詐騙的策略，在網購商品時，應慎選優良有信用之網路商家，透過面交方式或選擇提供第

三方支付之網購平臺，以保障雙方權益並減少消費糾紛

提款機（ATM）只有「提款」跟「轉帳」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遊戲點數不只有儲值遊

戲之功能，尚有解除設定或身分識別的功能

25 有關犯罪偵查理論之相關概念與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犯罪熱區係指犯罪較常發生的區域

犯罪旅程係指從犯罪者住家到犯罪地點的距離

最省力原則係指犯罪者會選擇花費最少成本的犯罪行為

距離遞減假設係指找出二個距離最遠的犯罪地點，以此距離作為直徑，劃出一圓，該圓將包括所有

的犯罪地點，而且犯罪者的住處將落在圓心附近

26 根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下列何者屬於重大刑案？

查獲海洛因 100 公克以上 查獲安非他命 500 公克以上

高鐵車站放置爆裂物案件 失竊物總值超過 50 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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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關拘提之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被告無一定住居所時，即可不經通知逕向檢察官聲請簽發拘票予以拘提

轄區外執行拘提時，得通報當地警察機關知悉或會同

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逕行拘提後，應立即陳報所屬機關長官，並於移送時向檢察官聲請拘票

嫌犯一定要經過拘提或逮捕程序才可以解送

28 警察偵查犯罪執行搜索時，下列作法何者錯誤？

執行拘提時，雖無搜索票，亦可搜索拘提對象隨身攜帶之物件

執行拘提時，由通訊監察結果，確認嫌疑人確實在住宅內，此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該住宅

若受搜索人自願性同意時，得不使用搜索票，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同意之內容記載於同意書內

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 項規定執行逕行搜索後，應將搜索扣押筆錄密封後，同時陳報管轄檢察

官及法院

29 警察處理兒少事件相關作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未滿 12 歲涉及殺人罪時，依照現行規定，不須移送至少年法庭

詢問或訊問少年時，應先告知事項之一為得選任辯護人；如依法令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為保護少年，就算有查驗身分需求時，亦不得在夜間行之

少年施用 K 他命，應處以罰鍰並令其接受毒品危害講習

30 被害保護及關懷協助作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害人死亡後，應立即由機關主官親自或指派適當人員給予慰問

被害人出庭有陪同需求時，由犯罪被害保護官陪同出庭

為保護被害人家屬隱私，不得協助家屬接受媒體採訪

管轄機關可視情況，請求被害人住居地所轄機關協助執行被害保護工作

31 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規定？

民眾於封鎖線外錄影並上傳資料，並未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

被告與證人屬訴訟關係人，均為該辦法第 5 條規範之對象

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影音資料發布仍需確實做到去識別化

偵查中不得帶同媒體辦案，但可讓媒體拍攝監視器畫面

32 組織犯罪偵辦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運用第三方警政採取行政干預措施

複雜之犯罪組織結構與嫌疑人相互間關係，得使用圖例表示

組織犯罪被害人不適用證人保護法規定

為避免違法扣押，違法所得之調查，僅限犯罪組織與其成員，不包含實際支配相關第三人之財產

33 下列毒品偵查與防制作為，何者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

持有第三級毒品超過 10 公克以上，即懲以刑罰

因業務需要經常接觸毒品之特定人員，拒絕接受採驗尿液時，可採用拘束身體方式行之

特定營業場所應於洗手間標示毒品防制資訊

法務部得命廠商申報先驅化學品之流向並檢查其簿冊及場所

34 下列刑案現場處理觀念何者正確？

四向連結（four-way linkage）理論內涵為現場、物證、人證與運氣

標的權利人不同意勘察時，應報請檢察官實施勘驗，不得以搜索或扣押方式進行

根據李昌鈺對證物分類方式，路卡交換原理主要與關連性跡證有關

護送嫌疑人就醫時，不可於途中詢問嫌疑人事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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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屍體處理與相驗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因意外事故死亡 2 人以上時，應於確認身分後 4 個小時內通報法務部

死亡案件若可採行政相驗流程處理時，不須通知檢察官到場處理

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案件相驗，一定要檢察官親自到場

屍體帷幕由葬儀社負責設立

36 根據「刑案現場數位證物蒐證手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到達現場，應立即中斷網路，避免犯罪嫌疑人從遠端修改或刪除

查扣之數位證物應先進行初篩程序，並非全部要送鑑定

查扣行動裝置，應開啟飛航模式或隔絕其通訊及網路功能

若有了解接觸設備者必要時，應優先採集指紋、DNA 等跡證。

37 火災現場偵檢與證物處理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促燃劑採樣應於 7 日內完成

水會影響油類鑑定，故要在現場先行排除

玻璃瓶裝樣品應用泡綿保護，並確定瓶底與箱底至少保持 15 公分以上之距離

固狀證物對照檢體，須於遠離起火點處選擇相同物品採樣

38 下列地緣剖繪概念何者正確？

通勤型（commuter）嫌犯其居住區域和作案區域會相重疊

犯罪偏角（wedge-shape）係指犯罪者日常活動與犯罪活動會集中在某個角度，甚至形成扇形分布

作案旅程（journey to crime）係指嫌犯從出生到開始犯罪時之人生旅程

緩衝區（buffer area）是因為嫌犯認為該區屬弱勢團體，不願在該處作案傷害他人

39 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相關作法下列何者正確？

基於保密需要，遴選之第三人時，不須陳報該管警察局長或警察分局長核准

若無延長必要時，蒐集資料期間原則上不得逾 1 年

發現第三人不適任時，應立即終止合作關係，但不須告知第三人合作已終止

蒐集資料提供閱覽時，應由啟封者在文件袋外簽章

40 下列何者非偵辦詐騙犯罪之「斬手行動」查緝策略？

大數據分析車手提款熱點 成立專責影像調閱比對小組

建置全國詐欺犯嫌資料庫 建立電話詐欺犯個別化語音識別系統

41 聲請通訊監察流程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偵辦最重本刑 3 年以上重罪而有調取通信紀錄必要時，依法報請檢察官同意後調取

警察機關應按季將調取通信紀錄之狀況函送刑事警察局彙整

為嚴格控管，警方通訊監察聲請案件不得由第二層決行

夜間或假日遇特殊案件，需緊急調取通信紀錄時，警察機關可先調取並於事後再向檢察官補聲請

42 案件移送作業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建議聲請保安處分之意見撰寫於移送書「所犯法條」欄位

查獲通緝犯未另犯他罪時，以通緝案件移送書移送

成年與少年人共同涉案時，同案少年資料填具於犯罪嫌疑人欄位

行為事實構成犯罪顯有疑義時，應將全案移送檢察官偵辦

43 扣押物品之作法，下列何者正確？

扣押債權不得用扣押命令方式處理

司法警察於偵查中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有立即扣押之必要時，雖無扣押裁定，得逕行扣押

為保持偵查不公開，扣押時證人或關係人不得在場

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特定狀況外，應經檢察官許可後執行



代號：3510
頁次：8－8

44 有關犯罪偵查科技之觀念，下列何者錯誤？

高速公路 e-tag 採用無線射頻（RFID）感應扣款

物聯網簡稱 IoT

 PayPal 與支付寶屬於第三方支付金融交易類型

 Line 通訊軟體的 Letter Sealing 不使用點對點加密技術（End-to-End Encryption, E2EE）

45 有關衛星通訊監察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衛星電話為獨占市場，目前僅有銥（Iridium）提供服務

我國係透過二類電信衛星通訊代理商，提供執法單位執行通訊監察

被動式監察是直接攔截衛星通訊電磁波，再予破密解譯

主動式監察僅可監察語音，無法監察簡訊內容

46 有關各種犯罪偵查資料庫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警政知識聯網與刑事資訊系統屬於檔案式資料庫

警政知識聯網由刑事警察局負責建立與維護

刑案紀錄資料於受理或破獲移送起 48 小時內填輸

警政署關聯式分析平台的設計概念四大核心為人、物、案、地點

47 有關跨國集團性犯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為人以國籍作區分，被害人則以所在國作區分

結構性組織集團須為完善且有層級之組織

刑法第 339 條之 4 加重罪僅限於電信範圍

此類犯罪不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48 有關檢警聯繫作法，下列何者錯誤？

拘提嫌犯除核准免予解送外，應於拘提之時起 16 小時內，將人犯解送檢察官訊問

法警拘提人犯請求警察協助時，受請求機關得予以協助

司法警察得報請檢察官核發偵查指揮書，帶同被告外出查證

司法警察執行職務，發生法律疑義時，得隨時以言詞或電話請示檢察官

49 涉外刑事案件處理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涉及國際刑案事件，一律須報請刑事警察局共同偵辦

無法確定當事人是否具外交豁免權時，得逕向外交部禮賓司特權科求證

當事人未反對下，拘提一般外國人須於 3 天內通知其本國駐華機構

需請求駐外警察聯絡組協助時，得洽請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辦理

50 有關提審作法，下列何者正確？

警察機關收受提審票後應立即將被拘禁人解交

人犯移送後才收受提審票，則應於 24 小時內回復發提審票之法院

依照刑事訴訟程序進行之拘提或逮捕才有提審法之適用

聲請人不服提審裁定時，得於時限內向上級法院提起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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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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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科組別：刑事鑑識人員
科 目：物理鑑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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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51040
頁次：1－1

近年有少量槍擊案件，因現場勘察與取證紀錄未能完整詳實，而造成重

大爭議，甚至導致案件無法成立，完善處理證物極有必要，請敘述槍枝

證物（10 分）、子彈、彈頭（殼）證物之處理原則。（15 分）

通訊監察係犯罪偵查手段之一，請說明其依據之法令名稱與立法要旨

（5 分），其通訊內容包含那些項目？（5 分）聲請程序為何？（5 分）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何種罪嫌者適用。（請列舉 5 種以上，10 分）

目前國內已有 30 餘個鑑識科學實驗室獲得認證（ISO 17025，2017），

實驗室以獲得認證提升報告公信力已成為趨勢，請敘述方法的選用與

查證要求作為至少 5 項（15 分）、對非標準方法（自行開發的方法等）

的確認作為至少 5 項。（10 分）

車牌辨識為科技偵查作為之一環，請說明其辨識原理（5 分）、軟硬體角

色與功能。（10 分）另請敘述如何設置全國性的監視系統至少 5 項以提升

辦案之效能。（10 分）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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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科組別：刑事鑑識人員
科 目：刑事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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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51060
頁次：1－1

一、試敘述有關酵素結合免疫吸附分析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作用原理及特性與優點介紹。（6 分）

並依照樣品及抗原抗體鍵結機制，依 ELISA 原理作用，解釋下列反應
設計方法中，如何定量酵素蛋白質的含量作用機轉：

1.間接法（Indirect）。（6 分）

2.三明治法（Sandwich）。（6 分）
3.競爭法（Competitive）。（6 分）

二、所謂新興精神活化物資（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 NPS）主要為經

由基本化學結構合成為新興精神活化物資，試敘述依聯合國毒品及犯
罪辦公室與歐洲毒品及毒品成癮監測中心（EMCDDA）的分類，常見

的新興精神活化物資分類有幾類基本結構（試舉至少三類）？另每類

試例舉至少一種代表性毒品名稱及說明影響精神物質的作用機轉或毒
性為何？（16 分）

三、你為派出所所長，目前我國警方於路邊執行酒駕取締勤務時，為求作業

便利性，多採用手持式之呼氣酒精測試器執行檢測為主，其酒精檢測中
所得的數據可為交通安全管理中「不安全駕駛」之依據，故依呼氣酒精

測試器及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相當重要，請列舉酒精測試器使用前

之認證保養與使用檢測儀器檢測過程與原則（至少列舉五項）。（20 分）

四、中壢區發生遊覽車火災現場，疑似縱火案，由火場勤務回收的縱火殘

留物中發現有燃燒過的地毯，並有疑似液態盛瓶物聞有酒精高梁酒

味，試就縱火促燃劑與一般促燃劑有無差異性之分類？試述常見之檢
測方法，請説明檢驗步驟與方法？（20 分）

五、一名長期毒品濫用者的尿液毒品檢測結果有嗎啡反應，嫌犯辯稱為止

咳藥水處方內含有可待因，如何釐清或進一步檢驗確認是海洛因吸食
的結果？（20 分）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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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科組別：刑事鑑識人員
科 目：刑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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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51070
頁次：1－1

一、請說明以免疫色層分析法 Immune-chromatographic Test 檢測人類精液之

原理與方法（需說明 control 及 test 條帶的結果判讀）。（15 分）舉例說明

已有商品化檢測試劑之二種精液抗原之特性、專一性與如何克服偽陰

性。（10 分）

二、請說明窒息死亡的屍體外表徵象。（10 分）女性被扼死案件生物跡證採

證的重點與 DNA 鑑定項目為何？（15 分）

三、請說明粒線體 DNA 的特性。（10 分）

刑案現場血跡如何快速確認是否為人類的血跡？（5 分）

列舉 3 個動物種屬 DNA 鑑定標的基因，如何鑑別是何種動物所留？

（10 分）

四、請說明以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複製刑案證物 DNA 不成功的原

因。（10 分）

舉例說明目前商用試劑以同一反應量測刑案物證 DNA 質量與性別的

方法，與如何運用以確保後續型別檢測 PCR 反應效益。（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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