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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監察院之行使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監察院設審計長，行使監察院之審計權

監察院對公務員提出彈劾，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

監察院行使調查權，不受法務部調查局之拘束

監察院得調閱偵查終結起訴案件之卷證

2 下列何者屬司法院大法官審理之標的？

關於行政處分是否違憲之審查 關於行政命令是否違憲之審查

關於行政契約是否違憲之審查 關於行政指導是否違憲之審查

3 依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之意旨，言論自由之功能不包括下列何者？

保障生存 追求真理 溝通意見 實現自我

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總統、副總統之彈劾，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監察院提出 由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應經憲法法庭判決 彈劾成立時，應即解職

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擔任下列那項職務之人員，並無應邀至立法院委員會備詢之義務？

考試院院長 考試院秘書長 銓敍部部長 考選部高普考試司司長

6 有關總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為國家元首，亦為憲法明文規定之最高行政機關

基於權力分立，憲法明文規定總統向立法院負責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得決定國家安全大政方針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彈劾總統係由監察院為之

7 除內亂、外患罪受刑事之訴追外，下列何者係屬總統所得享有之特權？

卸任後之刑事豁免權 於他人刑事案件為證人之豁免權

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豁免權 國家機密特權

8 關於立法委員之選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選舉制度是採所謂的單一選區兩票制

政黨比例代表有百分之五門檻限制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 113 人，任期四年

政黨比例代表制下，為求男女平等，已無婦女保障名額規定

9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立法院人事同意權之行使，不包括下列何者？

大法官 考試委員 行政院院長 監察委員

10 依司法院釋字第 530 號解釋，關於檢察一體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總長及檢察長有指揮監督各該署及所屬檢察署檢察官之權限

檢察總長、檢察長得親自處理其所指揮監督之檢察官事務，並得將該事務移轉於所指揮監督之其他檢察

官處理之

檢察官實施偵查，受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之指揮監督，與法官之審判獨立尚屬有間

各級檢察署之行政監督，僅得由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為之



代號：1601
頁次：4－2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規定，有關憲法法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合議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案件

憲法法庭應本於言詞辯論而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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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為之

憲法法庭為發見真實之必要，得囑託檢察官或調度司法警察為搜索、扣押

12 司法院釋字第 768 號解釋認為具雙重國籍之國民不得任公立醫療機構中公職醫師之規定未違憲，關於其

理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職是特殊類型的工作，應考試服公職權應為工作權之特別類型

公務人員與國家間有緊密之忠誠信任關係，立法者對於其資格具有較大之形成自由

法律未禁止具雙重國籍者擔任教育人員，卻禁止其擔任公立醫療機構醫師，該差別待遇亦屬於立法形成

自由

憲法基本國策規定國家應推行公醫制度，此為憲法委託，立法者負有制定法律之義務，但享有較大之形

成自由

13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及增修條文所定之司法權範圍？

公務員之懲戒 政黨違憲解散之宣告

是否與他國締結外交關係 法律及命令之統一解釋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13 條宗教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基於政教分離原則，宗教團體應享有免稅待遇

內在信仰之自由應受絕對保障，不得加以侵犯或剝奪

信仰宗教者對國家應負之基本義務與責任，不得因宗教信仰之關係而免除

基於宗教中立原則，國家不得對人民特定信仰給予優待或不利益

15 甲、乙 2 人對於同一民法規定聲請釋憲，司法院大法官於 10 月 7 日針對甲之聲請作成解釋，宣告該規定

違憲，並於 2 年後失效。乙之聲請雖經受理，但未併案審理。依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之意旨，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該解釋具有一般之拘束力，應於 10 月 9 日起發生效力

甲不得依該解釋提起再審之訴以求救濟

乙得依該解釋提起再審之訴以求救濟

行政機關於 2 年內不得適用該違憲規定

1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隱私權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維護個人資料自主控制之權利

人民決定是否及如何揭露其個人資料，以及知悉、控制及更正錯誤記載之權利

人民不受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隱私權

人民團體之財務運作與資金流向不受國家干預之財務自主隱私權

17 下列何者尚未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肯認為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權利？

自主決定是否墮胎之自由 自主決定是否及與何人結婚之自由

自主決定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之自由 子女確定其生父之真實血統關係之權利

1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契約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涉及財產處分之契約兼受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及第 22 條之保障

契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

國家對契約自由之限制均須予以合理之補償

國家基於維護公益之必要，得以法律對契約自由為合理之限制

1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下列差別待遇，何者合憲？

以國籍和法律實施區域為分類標準，針對請領勞工保險眷屬喪葬津貼之資格予以限制

以家長之性別作為分類標準，規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

以相同性傾向之伴侶不具有生育能力為由，禁止其辦理法律上之婚姻登記

以是否具警察教育體系學歷為分類標準，區別考試筆試錄取人員之考試訓練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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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結社自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結社自由保障人民有組成團體、參與活動的自由

結社自由保障人民團體有決定成員資格和負責人產生方式的絕對自由

結社自由保障人民有不參與結社團體的組成及相關事務的自由

結社自由之保障範圍包括人民集體的意見表達

21 依憲法、增修條文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行政院院長副署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因行政院院長之呈請而發布解散立法院之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基於行政權內部制衡之設計，總統公布法律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總統發布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

22 司法院大法官已承認之憲法第 22 條非明文權利，不包括下列何者？

性行為自由 婚姻自由 財務自由 契約自由

23 有關憲法第 16 條規定之人民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請願係人民向司法機關提起，並須由法院判決之 訴訟之標的，僅限於憲法或公法上之爭議

訴願之標的為所有行政行為 請願與訴願均為法院外之救濟途徑

24 依司法院釋字第 550 號解釋，有關中央與地方之分擔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經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全民健康保險法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

地方對全民健康保險事項負有協力義務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行政經費，應由中央與地方共同分擔

中央得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保險費之補助

25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得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依現有總額一定比例以

上聲請釋憲？

立法委員 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 地方議會議員

26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 we spare no efforts to enhance law to make sure the laws would be obeyed.

 enforcement  achievement  enlargement  outcome

27 Whenever the use of force is necessary, the police are expected to protect human life and damage.

 dominate  bargain  minimize  propose

28 Many governments pass law to protect animals in danger, such as the tigers which are still hunted for their

fur.

 immortally  illegally  unlikely  annually

29 With the increasing human lifespan, it is predicted that by 2050, the number of adults aged 65 will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4.

 expand  approve  interpret  outnumber

30 The police department made the criminal pictures private and only to the officers in charge of the case.

 excellent  influential  obedient  accessible

31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protect rights of the creators of works such as writing, painting, photos, music

and movies.

 original  instant  objective  amateur

32 A multiple visa allows its holder to enter a country as many times as he or she wants.

 import  entry  assurance  opportunity

33 False information, also known as fake news, is news or stories created to people or influence their views.

 neglect  deceive  shelter  class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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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下文回答第 34 題至第 38 題：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emergency vehicles around the world. The types of emergency lights they use

can vary widel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In many areas, however, flashing red and blue lights are the standard

emergency lights on many vehicles.

There are a few theories about 34 red and blue lights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For example, while the color

red is associated with stop and warning, red emergency lights can get 35 in heavy traffic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most tail lights are also red. In these situations, blue lights really 36 and help to alert other drivers. Others point

to studies indicating that red lights may be more visible during the day, while blue lights may be more visible at night.

Using a combination of flashing red and blue lights thus helps to alert drivers 37 the time of day. Finally, some

experts believe using both red and blue lights alleviates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drivers who are colorblind. People

who have trouble seeing red often have no trouble seeing blue. 38 , drivers who can’t see blue can nonetheless see

red. Using both red and blue lights thus helps to alert all drivers, even those with color blindness.

34  where  when  what  why

35  losing  loose  lost  lose

36  stand out  come apart  drop off  go ahead

37  regardless of  according to  right after  away from

38  Consequently  Likewise  Thereby  Perhaps

39 A police recruit or police must complete the recruit training while in the police academy.

 coerce  cadet  combat  commander

40 Pedestrians are required to cross a street in a , or they will get a ticket from police officers.

 border  haste  crosswalk  gathering

41 Only after testimonial statements made by out-of-court declarants are tested in the crucible of cross-examination,

may such evidence be in a criminal trial without violating the defendant’s confrontation rights.

 admitted  permitted  agreed  alleged

42 Death penalty or punishment is a legal process whereby a person is put to death by the law of the country

as a punishment for a crime.

 common  community  consent  capital

43 refers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court to deal with a particular type of case.

 Jurisdiction  Sovereignty  Power  Capacity

44 The right-of-way means the right of one vehicle or pedestrian to in a lawful manner on a public roadway

in preference to another vehicle or pedestrian.

 parole  patrol  proceed  permit

45 Driving Influence（DUI）is one of the major factors in the cause of collisions.

 Under  Upon  Until  Unable

46 When the police respond to a citizen’s report and learn that a crime has been ,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will be initiated.

 contained  convicted  committed  controlled

47 Congress prohibited citizens using certain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techniques.

 toward  from  upon  into

48 Being married in one state but that valid marriage denied in another is one of the most perplexing and

distressing complications in the law of domestic relations.

 having  being have  have  had

49 Suicide cop is an act whereby a person takes a person captive and poses a threat to a police officer to

compel the officer to use deadly force to take his life.

 as  on  by  with

50 It is illegal to make a right turn red.

 at  in  o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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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法警察受理告訴乃論案件時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詢問告訴人是否提出告訴，並記明筆錄
由代理人代為告訴者，應出具委任書狀
相對告訴乃論之罪，並應指明犯罪行為人
委任代理人代行告訴之案件，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認為必要時，得報請檢察官核可後，命告訴權人本

人到場
2 警察機關因偵查犯罪之需要，得囑託他轄警察機關代為執行「相關工作」，且案情急迫者，得以傳真通報

方式辦理，受囑託之警察機關應給予必要協助或處理。下列何者不屬於前述「相關工作」？
逮捕犯罪嫌疑人 蒐集證據 詢問證人 追查贓證物

3 任職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之偵查佐某甲，為防止某乙犯罪，認其對公共安全將有危害行為，得遴
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相關資料。關於某甲於遴選第三人時應注意事項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得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於遴選第三人及第三人蒐集之資料，應注意保密，並指定專人管理
第三人之簽名應以代號為之
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期間不得逾 1 年

4 對有治安顧慮者，應列為重點對象加強查訪。關於治安顧慮人口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查訪期間以假釋出獄後 3 年內為限
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個月實施查訪 1 次，必要時得增加之
司法警察實施查訪時，應於非例假日之日間為之
戶籍地警察機關發現查訪對象不在戶籍地時，應查明及通知所在處所之警察機關協助查訪

5 機車搶奪案件發生逾幾日未破案者，應由機關主官親自或指派適當人員給予被害人慰問？
 3 日  5 日  7 日  10 日

6 依據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規定，得以「單一指認方式」進行指認之情況，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指認人係社會知名人士 被指認人與指認人互為熟識
被指認人曾與指認人長期近距離接觸 經當場逮捕之現行犯

7 下列何者為最有效之跟蹤方法，具備機動、靈活、受交通及路況影響小之功能？
徒步跟蹤 機車跟蹤 汽車跟蹤 自行車跟蹤

8 有關詢問犯罪嫌疑人程序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詢問犯罪嫌疑人之錄音及錄影，應自進入偵詢室時起錄，至詢問完畢時停止，其間始末連續為之
應全程連續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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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於夜間行之

9 警詢筆錄經受詢問人確認無誤後，應立即由相關人確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先由受詢人於緊接筆錄記載之末行簽名確認，亦可採蓋章或按指印方式
若受詢問人以按指印方式應以右拇指為原則
詢問人、記錄人得以逕自簽名方式，惟應記載職稱
辯護人在場者，應請其於筆錄內簽章

10 司法警察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 項之規定執行逕行搜索，應於執行後幾日內，將搜索扣押筆錄影本，
以密件封緘註明「逕行搜索」，同時分別函報該管檢察署檢察官及法院？
 1 日  2 日  3 日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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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訊監察執行期間，案件承辦人應至少「多久期間」派員取回監錄內容？
每 2 日 每 3 日 每 4 日 每 5 日

12 於保護管束期間執行定期尿液採驗者，下列採驗期間敘述何者正確？
保護管束期間開始後前 2 個月內，每 1 週採驗 1 次
保護管束期間開始後第 3 個月至第 5 個月，每 2 個月採驗 1 次
所餘月份，每 3 個月採驗 1 次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 條之罪與他罪合併定執行刑之假釋付保護管束者，其定期採驗尿液期間，為

1 年 6 個月
13 司法警察機關認為有帶同其移送案件之受羈押犯罪嫌疑人，外出繼續追查贓物或共犯之必要時，應注意事

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應符合檢警共用 24 小時原則
應於當日下午 10 時前解交檢察官 應即通知犯罪嫌疑人之選任辯護人

14 警察機關執行之「治平專案」，主要係指查緝何類型犯罪？
組織犯罪案件 毒品走私案件 槍械製造工廠案件 電信詐欺案件

15 我國於 107 年間，曾發生第一銀行 ATM 遭盜領案，震驚海內外。當時負責偵辦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因
該案為網路犯罪案件，且涉及駭客入侵、網路洗錢或惡意程式等，故得請求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何單
位協助偵辦？
科技犯罪防制中心 八號分機 刑事資訊科 偵查第九大隊

16 警察機關受理事涉兩岸地區之非屬刑事案件時，應告知被害人得向何機關或組織尋求協助？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大陸委員會
內政部移民署 最高檢察署

17 關於司法警察實施指認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指派案件偵辦人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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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名以上指認人就同一犯罪嫌疑人進行指認時，應予區隔，並先後為之
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就犯罪嫌疑人特徵進行陳述

18 警察機關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5 條繼續之監察期間，不得逾多久期間，若有繼續監察之必要者，應重
行聲請？
 30 日  60 日 半年  1 年

19 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關於民事保護令之規定，分成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及緊急保護令 3 種類別，其中
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多久期間」，且自核發時起生效？
 6 個月以下  1 年以下  2 年以下  3 年以下

20 下列那一項物證符合「關聯性物證」之定義？
肇事逃逸案之油漆碎片物理痕跡的吻合 槍擊案現場查獲之已上膛且開保險的 90 手槍
命案現場的血跡噴濺型態 住宅竊盜現場半開的門

21 現場勘察人員對於住宅竊盜案現場實施勘察時，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獲得屋主自願性同意 經檢察官開立鑑定許可書
有急迫情形，經勘察組長同意後 使用搜索票

22 你是一名司法警察，於巡邏時接獲通報：某銀行保全員遭槍擊及強盜新臺幣 80 萬元案。在你抵達現場後，
應第一優先處理工作為何？
調閱監視器掌握搶嫌特徵 盤查可疑搶嫌
救護受傷的保全員 封鎖現場

23 實務上常以麻黃素為原料，經鹵化→氫化→純化結晶三階段製成毒品；且該製毒品工廠經常隱身於郊區、
人煙稀少的環境。請問上述係指何類毒品的製成方法？
海洛因 甲基安非他命  K 他命 古柯鹼

24 關於刑案現場指紋採驗方法-氰丙烯酸酯法（Cyanoacrylate Ester），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氰丙烯酸酯俗稱三秒膠 與汗液中的氨基酸、蛋白質、氨等物質反應
聚合反應後的聚合物呈白色 氰丙烯酸酯呈透明狀液體

25 關於可使用戒具的時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拘提涉嫌銀行搶案之犯罪嫌疑人時 逮捕涉嫌公共危險之通緝犯時
解送涉嫌走私海洛因毒品之犯罪嫌疑人時 詢問涉嫌機車搶奪犯罪嫌疑人時

26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有關自首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有偵查權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嫌疑人 
②犯罪行為人對未被發覺之犯罪，親自或委託他人，向檢察官或警察機關自承犯罪事實，並表明願受法律
裁判者 ③受理自首時，應詢明犯罪嫌疑人欲主動告知之犯罪行為，並載明於筆錄 ④受理自首時，犯罪
嫌疑人對已被發覺之犯罪坦誠供述
①③ ①② ②③ 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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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分駐所、派出所或勤務單位受理報案或發現犯罪，相關報告程序及時機，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分駐所、派出所或勤務單位受理報案或發現犯罪，其為特殊、重大刑案者，應立即通報分局及各有關單

位處理
受理報案或發現犯罪，為普通刑案者，亦應陳報分局管制
警察接獲報案，如為他轄案件，應先受理及作必要處置，緊急案件應迅速通知管轄警察局刑警大隊處理
警察局受理報案，查係特殊刑案，應列管督導或主持偵辦，並報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

揮中心列管處理
28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下列有關贓物之敘述，何者錯誤？

犯罪所得之贓物，均為犯罪主要證據
中古車輛買賣業應列為追查贓物主要查察對象
依犯罪嫌疑人之供述追查贓物，為防止脫逃，得帶同犯罪嫌疑人查證
扣押物應隨案移送法院處理

29 有關警察機關偵查刑案，應將全案移送或報告管轄法院或檢察署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雖未調查完畢，但經依法提起自訴或向檢察官告訴
經調查完畢，認有犯罪嫌疑
法官命令移送
其他有即時移送必要

30 對使用於網路犯罪之電腦執行搜索或扣押，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讓受搜索人與電腦保持適當距離，避免受搜索人接觸電腦刪除檔案、證據
為進行搜索，可安裝程式至受搜索人的電腦中
電腦檔案之證據應當場列印，並請受搜索人簽名按指印
以扣押整套電腦設備為宜，包含電腦主機、螢幕、鍵盤、電源線等設備

31 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雖海關人員發現毒品已運送入境，仍可經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核可，允許通關入境
經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核可後，核發偵查通知書，由入、出境管制相關機關許可毒品及人員入、出境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32 條之 1 及第 32 條之 2 相關規定，可適用於偵辦國內製造販賣毒品案件
外國緝毒執法人員可假冒空中飛人，運送毒品進入本國境內，以追緝收貨人

32 查獲下列毒品種類與重量時，何者屬現行規範所列之重大毒品犯罪案件？
愷他命（Ketamine）2 百公克 安非他命（Amphetamine）2 百公克
古柯鹼（Cocaine）5 百公克 巴比妥（Barbital）5 百公克

33 實施指認應依指認人描述之犯罪嫌疑人特徵，安排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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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6

34 有關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遵循偵查不公開原則之人員，指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

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
偵查不公開，包括偵查程序、內容及所得之心證均不公開
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應指定公關發言人
各機關應設置適當處所作為媒體採訪地點，並應劃定採訪禁制區

35 特定營業場所，原則係指實際從事視聽歌唱、舞廳、酒吧、酒家、夜店或住宿之業務，曾遭查獲有人在內
施用或持有毒品，自該查獲之翌日起幾年內之場所？
 1  2  3  4

36 依據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加害人科技設備監控實施辦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加害人實施科技設備監控者，需經觀護人報請法官許可後，依相關辦法規定實施
科技設備監控，係指運用工具或設備系統輔助查證受監控人於監控時段內是否遵守有關規定
科技設備監控之實施，由檢察官指揮執行之
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應送達受監控人

37 依據去氧核醣核酸樣本採集準則規定，就下列 3 種樣本：①毛髮 ②血液 ③唾液，採集優先順序，依次
應為何？
①、②、③ ②、①、③ ②、③、① ③、②、①

38 依據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
主管機關為法務部 主管機關為法務部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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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依據採驗尿液實施辦法規定，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須達多少毫升？

 30  40  50  60

40 有關案件之管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涉及帳戶匯款案件，由發生地之警察機關管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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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由取款地之警察機關為主辦單位

犯罪行為之發生或結果橫跨 2 個以上警察機關管轄區域者，由受理報案或接獲通報在先之機關主辦，

其他警察機關將有關資料送請併案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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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或輕軌移動車廂內發生之案件，由發生地之警察機關管轄，無法確認發生地時，則由被害人下車停

靠站所在地警察機關管轄

41 針對爆炸案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於公共場所發生爆炸案件，由分局偵查隊派員採集爆炸殘留物

刑案現場勘察採證取得之證物，未送鑑前依規定存放於刑案證物室

證物鑑定完畢後，連同鑑定報告辦理歸檔

爆裂物經排除危害並取樣後，由防爆處理單位送驗

42 依據刑事鑑識手冊規定，下列何者非警察分局偵查隊刑案現場勘察工作項目？

刑案現場勘察採證 刑案證物初篩及處理

刑案現場勘察證物之保管及送鑑 配合警察局規劃辦理刑事鑑識相關工作

43 依據刑事鑑識手冊規定，有關子彈、彈頭（殼）、射擊殘跡證物之處理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先檢視其外觀、材質、結構、標記字樣及槍枝基本構成要件，研判其廠牌、型號及製造方法等

現場彈頭（殼）宜視個案情況留意其上可能之微物跡證，必要時，宜先採集鑑定

避免以金屬器具直接夾取子彈、彈頭（殼）

同案有槍彈證物可供鑑定者，以射擊殘跡證物之鑑定為優先，並將槍彈證物暫時保存，視案情需要，再

行送鑑

44 犯罪分析程序中，不包含何者？

資料蒐集 資料校對 資料分析 資料公布

45 依據環境犯罪學研究，犯罪地點分布，會受到犯罪者、標的物及時空環境交互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害者特徵對於發展地緣剖繪影響不大 可能的被害者在空間和時間會平均分布

犯罪者通常對特定被害者無特殊偏好 犯罪地點通常是犯罪者主要活動地點

46 下列有關證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所提供資訊可能會受年齡、生理狀況、情緒等因素影響

有可能不知道自己擁有或知悉與案件有關資訊

可能刻意提供虛假訊息

為避免記憶有誤，應以蒐集到的資料，來設計問題詢問證人

47 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6 條規定：司法警察機關得報請該管檢察官以口頭通知執行機關先予執行通訊

監察。檢察官於①內陳報該管法院補發通訊監察書。法院應設置專責窗口受理緊急監察案件聲請，並應於

②內補發通訊監察書；未於③內補發者，應即停止監察。

①24 小時 ②48 小時 ③24 小時 ①24 小時 ②24 小時 ③48 小時

①24 小時 ②24 小時 ③24 小時 ①24 小時 ②48 小時 ③48 小時

48 下列何者非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所列示之通訊監察方法？

攝影 調取 檢查 影印

49 有關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1 條規定，認有必要，得經由警察局長書面同意後，於一定期間內，對其無隱私

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情形，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目的係為偵查犯罪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參與職業性、習慣性、集團性或組織性犯罪之虞者

蒐集活動期間每次不得逾 1 年，如有必要得延長之，並以 2 次為限

50 依據刑事鑑識手冊規定，下列何者屬於化學鑑識工作項目？

毒性藥物之微量鑑定 人體體液等生物檢體內毒性化學物質鑑定

毒品之鑑定 毒物鑑識之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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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犯罪偵查概要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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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警察人員、交通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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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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鐵路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員級考試
類 科 別：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40140-40340
60140-60540
80140-80940

頁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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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五代史•伶官傳•序》有云：「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

困於所溺。」意謂：人生中的禍患，常常是由一些細微事情的失誤中，

積累而釀成；智勇雙全之人，則大多因過度沉溺迷戀某種人或事物不

能自拔，而使其陷入困境。

歐陽修是在總結後唐莊宗李存勖，勵精圖治得天下、寵信伶人失

天下的典型事例教訓時，做出如是具體論斷：國家的盛衰、事業的成

敗，主要取決於人事，取決於當事者的思想與作風。

人當何以自持，方能安享生命？請以「禍患常積於忽微，智勇
多困於所溺」為題，撰文一篇，闡述己見，文白不限，長短不拘。

二、公文：（20 分）

依「河川管理辦法」第四章第十八條：「汛期」為每年五月一日

至十一月三十日。在這長達七個月的期間，是臺灣雨量最為豐沛的季

節，此時強降雨及豪雨機率增加，加上易形成颱風，可能引發山洪、

淹水、海水倒灌、土石流等災情。今年的「汛期」適逢「新型冠狀病

毒（COVID-19）」疫情防疫期間，在進行防汛工作的同時，也要落實

個人防疫措施，讓防汛與防疫都能順利進行。

試擬內政部消防署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請落實轄內易

成孤島地區預防與救災工作之整備，並宣導民眾，防疫防汛並重，做

好萬全準備，確保生命安全，減少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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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4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砥礪人心的句子，何者旨意與「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不同？

只要這世界還有一蕊小小的燭光，就能永遠照亮你的前方

若沒有岩石，怎能激起美麗的浪花；若沒有晴雨，怎能出現炫目的彩虹

挫折與痛苦就像蚌裡的沙，經年累月後可以讓人生，吐潤出如珍珠般的精華

如果你把大峽谷遮擋起來，不讓它遭受風雨侵蝕，你就永遠看不到風雨在岩石上

雕刻的美麗圖案

2 下列各組對話「」中的稱謂，何者完全正確？

甲：請問「令兄」在家嗎？ 乙：「舍兄」到公園運動了

甲：「貴寶號」目前有什麼優惠方案？ 乙：「小號」最近推出買二送一的特別

優惠

甲：感謝賢「喬梓」出席我的簽書會 乙：我們兄弟和「閣下」從小一起長大，

一定要來捧場

甲：「本校」五十週年校慶，誠摯邀請您蒞臨指導 乙：「敝校」多年來為國作

育英才，本人樂意出席

3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

子人也！」（《論語．泰伯》）

本文所述之君子品格，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可以受命輔佐幼主 可以承命執掌政權

面對生死存亡，先聲奪人 面臨危急存亡，堅定不屈

4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

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老子》）

下列選項，何者不符合上文意旨？

聖人常和光同塵 世事原理甚為簡單

知我者如鳳毛麟角 世人常苦於知易行難

5 《論語》多處提到與人相處之言語使用，下列何者所言不屬於勸說？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

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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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凡在官者，當知榮與辱互基，得與失胥勝。苟惟能處榮，而不能處辱；惟能安順境，

而逆境則不能一朝居，欲望其臨政有為，難矣。（張養浩〈進牧民忠告〉）

這段話主要是勉勵為官者：

忍辱含垢 樂道遺榮 政通人和 寵辱不驚

7 「達文西似乎老是對自然和人世的一切感到好奇與迷惑，而一再問『為什麼』，這

跟他成為科學與藝術的『創造第一人』顯然有直接的密切關係。正如成千上萬的人

看到蘋果掉下來，卻只有牛頓問為什麼。再者，一個有原創性的人通常不會只有一

個『為什麼』，一個『為什麼』總是會引來另一個『為什麼』，在相關的領域裡多

問幾個『為什麼』和『為什麼不』，就較能看清答案的所在。」

下列選項，何者與上文旨意最相近？

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因出臆說，商定燒燭劇談

在天地萬物其盡然兮，夫子何疑 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

8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

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

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此段

寫作的用意是：

說明西山的奇特出眾，以歌頌創造萬物的主宰

說明西山的悠悠洋洋，以寄託隱居終老的心志

描寫西山的高低不平，以暗喻現實社會的齷齪

描寫西山的特出不凡，以象徵自己人格的高超

9 「如果人類為了製造小兒麻痺疫苗而在一隻猿猴身上刺了好幾針，依猿猴的智慧，

牠是不可能知道牠為何受苦的。同樣的，以人類目前的智慧也無法了解人類為何要

受苦，為何要受病痛與死亡的折磨。猿猴的受苦是為了奉獻人類，病人受苦的意義

有一小部分是為了奉獻給往後受同樣病痛折磨的人類，但牠終極的意義是甚麼？」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符合其旨意？

要理解痛苦的真相需要更高明的智慧 所有的痛苦都能因為「奉獻」而昇華

生命間的相互支援成就了世間的大愛 不知原因的犧牲反而帶來意外的成就

10 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

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

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

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朱熹．呂祖謙《近思錄》）

文章對於禹、稷、顏子的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天生我材必有用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因時制宜，因地制宜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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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水上警察人員輪機組、交通警察人員、水上警察人員航海組、消防警察人員、事務管理、機
檢工程、電子工程、建築工程、材料管理、機械工程、土木工程、電力工程、運輸營業

單選題數：1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A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B C D D D A D A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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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交通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情境實務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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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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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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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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與派出所同仁前往某夜店執行臨檢勤務，盤查至一間包廂，內有甲等

3 位客人酒氣薰天，甲見警察即大聲咆哮、拒絕臨檢，作勢驅趕警察，

手足揮舞失控撞倒服務生。此時你與同仁把甲強制帶回派出所，因甲極

力抗拒，此時，依法對甲實施管束、使用警銬之要件及注意事項為何？

（20 分）

二、某國小老師甲接獲不明郵件，內容盡是辱罵、恐嚇文字，次日於學校網

頁公布欄也遭張貼移花接木之甲裸照，並加註誹謗文字。甲向警方報案，

經查該郵件及貼文之 IP 位置為同校老師乙住處。你負責調查本案，向轄

區地方檢察署及法院聲請乙住處搜索票獲准，在乙住處執行搜索扣押

時，應注意那些事項？（20 分）

三、民眾甲檢舉民眾乙於巷口違規停放自小客車，甲以已向警方報案為由，

使用機車及身體阻擋，致乙無法駕車離去。你到場處理發現二人爭執，

乙以三字經大聲辱罵甲。請問你到達現場後，依甲、乙當時的情況，應

立即採取何執法作為？又如甲拒絕身分查證，得依何法令採取那些作

為？如甲非但不配合，並出拳毆打你，你如何依法處理？（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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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報載：「某甲騎機車因臉色紅潤，被警方攔檢酒測，但甲拒測，警方依法開單告發，甲不服一狀

告到法院，法官發現警方開單前，並未告知甲拒測的法律效果，而是在開單後才『補通知』，執

法程序有重大瑕疵，判決撤銷罰單。」有關拒絕酒測之取締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全程錄音、錄影，蒐集相關事證

應於告發拒測前，詳細逐一告知拒測所有的罰則，缺一不可

檢測數值超過法定標準時，當事人有權要求依拒測處罰，以維程序正義

製單舉發後，應當場移置保管其車輛及暫代保管其駕駛執照

2 你是派出所員警，在受理民眾報案時，有關開立報案三聯單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無刑案現場致不能勘察確認所報案情是否成案，而報案人堅持索取報案三聯單時，受理機關得

以書函等書面文件，核實答覆

立即偵破移送之案件，得免開立三聯單

民眾單純提供犯罪線索或情資，不須開立報案三聯單

告訴乃論案件，如不提告訴但報案人要求發給報案證明時，應開立刑案受理紀錄表交付之

3 你執行路檢勤務時，經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之規定，攔停一部車輛開始盤查，在符合第 8 條

之法定要件時，你得採取之職權措施，下列何者不適當？

查證乘客之身分

要求開啟引擎蓋

要求駕駛人及乘客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強制駕駛人及乘客離車

4 你是警勤區員警，於執行勤區查察勤務時，依警勤區訪查作業規定執行該項勤務，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治安顧慮人口拒絕查訪時，得以側訪或其他方式實施

發覺可疑犯罪跡象或無法實施查訪時，得以間接方式觀察並記錄可疑處後，提供所長列為勤務

規劃重點

實施訪查勤務後，得提前 40 分鐘返所，將當日訪查概況註記於勤查系統之戶卡片副頁或記事

卡副頁

發現未設籍之他轄治安顧慮人口，應建立暫住人口戶卡片，依規定執行查訪

5 你在執行勤區查察勤務時，有熱心民眾反應某戶出入複雜，且大門經常深鎖，可能對該社區有治

安疑慮，經你現場觀察該住戶，卻未發現任何異狀，下列何項後續作為最適當？

婉轉告知民眾自求多福，繼續家戶訪查工作

商請民眾按鈴進入屋內，查看有無犯罪及不法行為，再視實際狀況作應有的反應

返所立即清查該戶人口、車輛資料，請大樓管理員協助監控，並告知所長該戶的狀況

直接敲該戶大門進入屋內，如有發現犯罪及不法行為立即以無線電通知支援警力到場加以逮捕

6 甲女至派出所報案指稱：同事乙男對其表達愛慕之意，經其明確拒絕仍持續追求，昨日下班途中

發現乙男尾隨，經勸阻仍跟隨至住家，因不堪其擾，請求警方查處。你受理本案，下列處置何者

最正確？

被害人自行勸阻符合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者」

之勸阻要件，應即進行查處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之勸阻須由員警以書面為之，提醒甲女注意己身安全，並於第

一時間報案

乙男並未碰觸到甲女身體，尚無不法，請甲女持續蒐證，如發現不法即刻報警

乙男所為已妨害甲女行使權利，涉及刑法第 304 條強制罪，應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到案，

以避免再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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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是分局偵查佐，發現有逃學逃家少年與犯罪習性之人交往，下列處置何者錯誤？

依曝險少年移送該管少年法院處理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進行通報

可轉請學校依據學生輔導法提供輔導

可轉請少年輔導委員會進行輔導

8 你是分局偵查佐，偵辦少女裸照遭網友於網路平臺散布案，依據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

得請網路平臺業者保留，並提供警察機關調查的相關資料範圍，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網頁資料 特定網友個人資料

所有會員資料 網路使用紀錄

9 民眾報案，轄內有人在公園內鬧事，經查係甲號召乙、丙、丁至公園與戊、己、庚等 3 人談判後

打群架，依刑法第 149 條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以社群通訊軟體號召乙丙丁共同前來，構成「聚集」行為

如戊己庚等 3 人，持刀、棍、棒球棒等危險物品，現場叫囂，屬意圖為強暴脅迫行為，要加強

蒐證

員警到場處理，現場指揮官命令解散，其形式不拘，口頭命令解散即可

 3 次命令解散可以接續不斷地發布，不須間隔

10 你為分局派出所巡邏員警，線上接獲通知轄內發生街頭聚眾鬥毆案件，你聯絡其他同事共同前往

現場處理，下列處置作為何者錯誤？

對現行犯以強制力加以逮捕法辦

對於在現場未明顯違反刑法或社會秩序維護法者，非管束無法預防其傷害時，得依警察職權行

使法予以管束

如鬥毆致傷害而雙方不提告者，得讓渠等離去

現場滋事份子全部帶回製作筆錄，離開現場者亦要迅速循線一一通知到案、追查到底

11 你正偵辦一件詐欺集團案，經調閱集團犯嫌通信紀錄，你如何利用通聯分析研判犯嫌交往密切之

對象？

分析手機序號

分析基地臺之位置及行經路徑

通話次數多寡及通話時間之長短

通話對象號碼之申租人年齡是否與犯嫌年齡相近

12 你是分局偵查隊偵查佐，佈建線民（第三人）蒐集毒販販毒事證及幕後金主，下列處置作為何者

錯誤？

交付線民任務以前，給予必要之訓練

書面報告警察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線民之真實姓名以代號記錄，予以保密

運用線民秘密蒐集資料之期間不得逾 1 年，且不得延長

13 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防疫期間，有關警察執行取締酒後駕車交通稽查勤務時，內政部

警政署為確保執勤同仁與民眾安全所採行因應的措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暫停酒精檢知器（棒）之使用

執勤員警全程配戴口罩、手套

酒精檢測器使用後須以酒精消毒

全面暫停取締酒駕勤務

14 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案件，警察當場開單舉發違規，若遇被舉發人拒絕簽章或拒收罰

單時，應於通知聯記載何事項，即可視為違規者已收受並具合法送達效力？

於通知聯記載「當事人拒簽、拒收，已有告知相關規定」

通知聯「記明事由」並記載「當事人拒簽、拒收」

通知聯「記明事由」及「交付時間」，並記載「當事人拒簽、拒收」

通知聯「記明事由」及「交付時間」並「告知其應到案時間及處所」，同時記載「當事人拒簽、

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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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你深夜正執行稽查酒後駕車勤務，發現駕駛人甲臉色潮紅，甲堅稱他的膚色本來就比較紅，絕無

喝酒，且抱怨經常被攔下檢測非常不滿，當場提出異議，下列處置何者最不適當？

暫停執行，依甲陳述理由，輔以其他徵候判斷，再決定是否實施呼氣檢測

告知甲若不配合檢測，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拒絕檢測舉發

強制將甲移由醫療或檢驗機構，實施抽血檢測

告知甲這是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之法令規定，請其配合檢測

16 你與同事執行路檢勤務，經攔查一部車速忽快忽慢的可疑車輛，該車不聽攔停，反而加速逃逸，

你與同事當下判斷予以進行追蹤稽查，並向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勤務指揮中心指示應注意終止追

蹤稽查的時機，注意自身及用路人之安全，有關終止追蹤稽查的時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交通違規稽查目的已達成時

經該管勤務指揮中心、長官命令終止時或接獲其他任務時

逃逸車輛速度過快、無法掌握逃逸車輛去向，或其他依當時情形認為目的無法達成，經員警判

斷以停止實施為適當者

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追蹤稽查，遇逃逸車輛進入快速公路上，仍可繼續尾隨追蹤，直至無法掌握

逃逸車輛去向時

17 「道路交通事故」係指因汽車、動力機械或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在道路上行駛，致有人受傷或死亡，

或致車輛、動力機械大眾捷運系統車輛、財物損壞之事故，下列有關交通事故定義之要件與適用

範圍之敘述，何者錯誤？

至少肇事一方是汽車或動力機械

須有行駛的交通行為

公寓大廈之地下停車場亦為道路範圍

須出於過失或毫無過失之行為

18 你擔任備勤勤務，奉派處理一件 A3 車禍，處理即將完成時，當事人詢問你相關資料的提供時程，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事故 7 日後，方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

事故 14 日後，方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照片

事故 30 日後，方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19 你是派出所的備勤人員，經所長指示你整理派出所的寄存訴訟文書，將過期的訴訟文書依規定處

理，你將相關訴訟文書區分成民事、刑事及行政等類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訴訟文書逾 2 個月者，得逕予銷燬

民事訴訟文書逾 2 個月者，得逕予銷燬

刑事訴訟文書逾 2 個月者，得逕予銷燬

訴訟文書封套加註其內為證物者，應退回原寄法院

20 你為分局偵查隊偵查佐，偵辦販毒案時，拘提逮捕藥頭犯罪嫌疑人甲及乙，有關解送 2 名犯嫌作

業，下列作為何者錯誤？

與解送單位先行聯繫，確定解送交接事項

對甲、乙搜身並上戒具

檢查移送卷宗及贓證附件，避免錯漏

為避免甲、乙勾串，令 1 名犯嫌坐於前座副駕駛座，1 名犯嫌坐於後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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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警員甲於追捕通緝犯 A 時，A 駕車拒捕，並試圖衝撞甲。此際，甲遂開

槍阻止，但因車輛朝其衝撞，甲拔槍朝汽車輪胎射擊時，為躲避撞擊導

致開槍彈著點有所偏差，擊中同車友人 B，並造成當場死亡。B 之繼承

人 C 遂依據警械使用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慰撫金。試分析：

甲開槍行為是否合法？（10 分）

 C 之請求是否有理由？（15 分）

二、甲酒後騎乘機車且具備酒測要件，遇員警執行取締酒駕巡邏勤務攔查，

卻不依員警指示停車而加速駛離，員警一路在後跟追，鳴按喇叭與響警

笛要求甲停車，甲未予理會並直駛至住家停車場。員警跟車進入稽查甲，

並欲對甲實施酒測，甲以實施酒測地點在私人領域並非道路為由表示無

配合接受酒測之義務，員警因而告以甲拒絕接受酒測之法律效果後，甲

仍拒絕接受酒測，員警即對甲開單告發。試問，員警對甲進行酒測稽查

之過程是否合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6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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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作成之處分書，如未表明救濟期間，致相對人遲誤者，依行政程序法
規定，相對人自處分書送達後至遲多久期間內聲明不服，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10 天  30 天  2 個月  1 年

2 下列何種權限手段之實施，非屬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範範圍？
攝錄參與遊行者現場活動資料 逮捕通緝犯
扣留危險物品 驅離妨礙之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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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警察行政領域中，有關組織法關係與作用法關係之區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作用法關係泛指警察機關為達成其任務，以一般人民為相對人所實施各種活動所生之關係

組織法關係泛指規範中央或地方警察機關等行政主體間或上下級機關及對等機關間之縱橫關係

作用法上之法律爭訟須受司法審查之規制

警察法第 2 條之任務條款屬作用法

4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對該法所定治安顧慮人口得定期實施查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可查訪對象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 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

每個月得查訪 2 次以上 拒絕查訪設有罰則

5 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對於警械之定製、售賣或持有採許可制，並授權訂定許可定製、售賣或持

有之警械種類規格、許可條件、許可之申請、審查、註銷、撤銷或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授權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申請許可定製、售賣、持有之警械不包括槍械

民間守望相助組織購置警棍向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申請許可

前項許可購置之警棍得交予繼任人員使用免再重新申請警械執照

6 人民不服警察於公共場所盤查身分，其得提起下列何種行政訴訟？

撤銷訴訟 給付訴訟

維護公益訴訟 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行政處分違法訴訟

7 有關警察法及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規定，警察官職採分立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任官與任職，分開辦理 保障警察人員之官等與官階不輕易喪失

利於辦理職務調動，人事運用彈性靈活 警察人員經離職而未免官者得支領俸給

8 警察於設立告示之處所攔停汽車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檢定，對於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15
毫克、拒絕接受測試檢定二種情形之法效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酒精濃度達 0.15 毫克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0 萬元以下罰金

拒絕受測者處新臺幣 18 萬元以下罰鍰

二者均吊銷駕駛執照

拒絕受測者強制實施抽血檢測

9 行政執行法第四章有關即時強制之規範，警察職權行使法於第三章之即時強制予以重複規定外，

另增加警察行使職權得採取之其他即時強制權限規定，下列何者屬之？

實施酒測 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資料

攔停車船及其他交通工具 禁止人車進入

10 警察遇有管束人民而使用警銬之情形，其授權之法律依據為何？

警械使用條例 警察職權行使法 行政執行法 警察勤務條例

11 我國實定法上之警察法，其規範內容概係機關內部職掌分配、應有狀態及相互間關係等事項，下

列事項何者屬該法規定之內容？

使用警械之時機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項目

警察蒐集資料銷毀時限 各級警察機關之設置

12 有關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處罰，下列何者非屬處罰之種類？

免除職務 褫奪公務員之資格 減俸 罰款

13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警察機關得逕行處分，不必移送該管簡易庭裁定者，下列何者不包括？

以猥褻之言語、舉動調戲異性者 於非公共場所賭博財物者

污損公眾紀念之設施者 媒合性交易

14 集會遊行法賦予集會、遊行活動負責人之權責事項中，下列何者未設有處罰規定？

未指定糾察員協助維持秩序 未清理集會遊行之廢棄物或污染

未親自在場主持 對未解散之參加人未疏導勸離

15 對於製造噪音妨害安寧，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噪音管制法分別定有罰則，下列何者係警察機關之裁

罰權限？

限期改善 罰鍰 按日連續處罰 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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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除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實施身分查證外，下列法律何者有
警察得進入場所之授權規定？
警察勤務條例 行政執行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警察法

17 有關行政執行之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 27 條之規定，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者，
經於處分書或另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行者，執行機關依法執行之
其執行方法包含間接強制或直接強制
間接強制之方法包含代履行、怠金
直接強制之方法包含扣留動產、限制使用不動產、斷水斷電和沒入等

18 依警械使用條例第 4 條之規定，下列何者非為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得使用警刀或槍械之情形？
為避免非常變故，維持社會治安
擾鄰行為足以擾亂社會秩序時
依法應逮捕之人拒捕
持有兇器有滋事之虞者，已受警察人員告誡拋棄，仍不聽從時

19 依據訴願法第 14 條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訴願之提出，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20 日內為之
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其期間應自知悉時起算。但若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已逾 2 年
者，不得提起
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
訴願人誤向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以外之機關提起訴願者，不得視為已提出訴願

20 行政機關為阻止犯罪、危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有即時處置之必要時，得為即時強制。下
列何者非屬其方法？
對於人之管束 對於物之沒入
對於住宅之進入 依法定職權所為之必要處置

21 有關警察職權之行使與救濟，下列何者正確？
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警察依法行使之職權，應遵守之，不得表示異議
警察違法行使職權，縱無國家賠償法所定國家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人民仍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
警察因人民之財產有受危害之虞時，得進入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
警察行使職權，為排除危害，得將妨礙之人暫時驅離

22 有關警察施以即時強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警察對於暴行，為預防其傷害，得對之加以管束
警察對於軍器，為預防危害之必要，仍得扣留之
警察對於意圖自殺，於必要時，得對之加以管束
警察對於重刑犯，應一律對其使用警銬

23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不論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等同處罰
違反社會秩序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本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為保障人民權利，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解散命令、檢查命令、禁止或勸阻，應全以書面為之
行為後社會秩序維護法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規定

24 關於司法院釋字第 718 號解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室外集會、遊行，原則上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主管機關必須兼顧集會自由保障與社會秩序維持，預為綢繆，協助集會、遊行順利舉行
以法律限制人民之集會自由，須遵守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
偶發性集會、遊行，因易造成社會動盪，亦應獲得主管機關許可

25 我國社會秩序維護法關於責任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僅出於過失者，不罰
滿 60 歲者，得減輕處罰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出於正當防衛、緊急避難、不可抗力之因者，不罰
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行為減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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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酒駕零容忍，酒駕罰責歷經多次變革，最近一次於立法院民國 108 年

3 月 26 日三讀修正通過、同年 4 月 17 日總統令公布「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有關酒駕加重處罰之修正規定，請問這次修法變革了那些？

加重了那些處罰？請試述之。（25 分）

二、交通事故處理蒐證攸關事故當事人權益，目前交通事故處理蒐證的資料

皆為一個事故案件彙整成一個卷宗資料，請問：

何謂 A2 類交通事故？處理 A2 交通事故，蒐證彙整成卷宗的表件及

該調閱的資料有那些？請試述之。（10 分）

繪製現場草圖四大關係及繪製現場草圖十步驟為何？（15 分）

三、近來，大型車輛時因內輪差與視線死角，常與機車、自行車、行人發生

交通事故，造成傷亡，請問：

何謂內輪差？何謂視線死角？（10 分）

你是一個負責交通業務的員警，請以交通 3E 政策（教育 Education、

工程 Engineering、執法 Enforcement）的角度，分析如何推動轄區的交

通安全？請試述之。（15 分）

四、交通疏導為常見的警察勤務之一，尤其在上下班及風景區交通尖峰時

段、路段，為免車多壅塞，常有員警於重要路口交通指揮與疏導，請問：

交通指揮疏導勤務要攜行的裝備有那些？（10 分）

新冠肺炎防疫期間之防疫措施，著名風景區實施人潮及車潮管制，車多

時適時啟動停車場滿場機制，請問何謂啟動停車場滿場機制？（5 分）

轄內的風景區要辦理大型的活動，預計人、車潮會湧入眾多，如何實施

相關的交通疏導與管制措施，避免交通壅塞？請試述之。（10 分）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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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組別：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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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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任何一件事，都習慣事先規劃，例如一趟旅行，先挑

出打算拜訪的景點，然後拿著地圖，按圖索驥；一頓美食，先上

網查詢，瀏覽店家的評論，選定後就直接前往，大快朵頤一番。

規劃能讓每一件事情都變得極有效率，但只專心看著地圖尋找風

景，可能讓我們錯過路上更迷人的畫面；只嚐知名美食名店，可

能讓我們的味蕾馴服在從眾之中，失去真正自我滿足的機會，有

時候不經意的偶遇，更能讓人生充滿驚喜。請以「跳脫慣性」為

題，作文一篇，闡述己見，文長不拘。

二、公文：（20 分）

試擬內政部發函各縣市政府，於110年元月起，辦理門牌汰

換，更新老舊門牌，以提升門牌資料正確度及門牌覓址功能，並

統一各縣市門牌樣式、美化市容。預計於111年底完成。請各縣

市政府密切配合，按分區進度表認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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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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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種生物都必須與他們的生活環境和忍受的事物相容，不同生理結構的生物經歷

若干世代的生存競爭之後，勝者在許多不同世代生物的競爭中出線，競爭會淘汰體

質孱弱的個體，整個自然界逐漸變得井然有序。」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敘述正確？

生活的必備條件是有忍耐力 強凌弱、眾暴寡是競爭本質

調養體質勇於接受不同挑戰 物種變化的規律是物競天擇

2 《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下列選項最接近其意旨的是：

安貧樂道 自立自強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3 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脇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

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為之也。（《墨子‧兼愛》）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本文旨意？

倚官挾勢 阿諛諂媚 上慎所好 邯鄲學步

4 司馬談交代兒子司馬遷：「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

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

后稷也。」

上文中司馬談的用意，正確的選項是：

擔心兒子能否揚名後世，光耀門楣

崇敬先聖先王之德，勉勵兒子好好學習

能夠宣揚天子的德業，是史官最重要的責任

期盼兒子能夠繼承論著之志，以史筆之德彰顯父母

5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

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

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嬰〈孟母教信〉）

下列選項最符合上文意旨的是：

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寧教天下人負我，不可我負天下人

6 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

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

勿觀。（張伯行《學規類編》）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最符合文意的是：

成誦前提是強記好書 廣博學習會學藝不精

讀書貴在先熟讀一書 須梳洗打理才能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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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流感幾乎每年都會引起季節性的流行，常見症狀有發高燒、筋骨酸痛、頭痛、疲倦、

喉嚨痛、咳嗽、流鼻水或鼻塞等，也可能有腹瀉和嘔吐。感染期通常維持一星期，

有些老人、慢性病患者、孕婦及兒童有可能導致嚴重的併發症。而一般感冒常見症

狀有打噴嚏、鼻塞、流鼻水、咳嗽、喉嚨痛、頭痛等，較少見發燒或只有輕微的發

燒，通常幾天內就會好轉。」

下列選項，與上文所述觀點最接近的是：

一般感冒感染期通常維持約一星期

流感的感染期通常較一般感冒更長

流感與一般感冒的相同點，在於會引發高燒

流感與一般感冒的相同點，在於嚴重併發症

8 「愛必須學習，學習理性地超越自己主觀好惡的意志，不要只是將你自己的價值觀投

射到被愛者身上。……愛，不是綑豬的繩索，而是養魚的河水。」

下列選項，何者最符合文中所謂「養魚的河水」？

無條件的順從退讓成全對方 即時隨傳隨到的照顧與守護

從溝通與尊重達到情感交流 給予豐厚營養的物資與環境

9 「認識宇宙，就是一個學習謙卑的過程，我常提醒我自己，也告訴我的學生，我們今

天在許多方面，仍然活在『前哥白尼時代』，而我們常常忽略了我們的所知如此有限。

不過話說回來，仰望廣漠星空，我不會覺得人類渺小，心中只存著感恩，因為有那

麼多有趣的事物，等著我們去認識、去學習、去分享。」

根據上文，作者為何要說我們仍活在「前哥白尼時代」，下列選項何者最正確？

警惕學生所知有限要居安思危

預言目前科學界有待新的革命

科學知識廣博無涯今人所見已經落伍

科學新知日新月異有待人們持續探索

10 「2014 年，因應 iPhone6 九月上市，第二季，臺灣供應鏈開始總動員。其中由台積電

負責的 A8 處理器，讓 iPhone 心臟第一次 MIT（臺灣製造）。背後的故事是，有一

支近百人的台積工程師所組成的研發團隊，打從 2011 年底，就悄悄駐紮在美國蘋果

總部，跨部門組成『One Team』，只為了領先全球，量產蘋果所需的最先進二十奈米

製程。這關鍵的一役，成功把國外某手機大廠甩到身後！對臺灣民眾而言，這不只

是兩家國際大公司間的角力，更是一場半導體技術的國力之爭。」

下列敘述最符合本文主旨的是：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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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憲法及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有統一解釋法令之權限？

檢察總長 司法院 最高法院 行政院

2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應經公民複決？

解散立法院案 總統彈劾案 總統罷免案 承認或限制同性婚姻案

3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關於司法概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司法院提出，行政院不得刪減，但得加註意見

由行政院提出，經司法院加註意見，編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由司法院提出，行政院不得加註意見，但得增加或刪減

由行政院與司法院共同提出，編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送立法院審議

4 依憲法前言，下列何者不是憲法制定之目的？

增進人民福利 鞏固國權 保障民權 消除內戰

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有關人民居住、遷徙、行動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人民非經許可一律不得入境

在臺灣地區無戶籍人民申請長期居留，得不予許可，毋須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依據

新聞採訪者在公共場域對他人以跟追方式進行採訪，並不構成對他人行動自由之侵擾

警察實施臨檢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

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不構成財產權特別犧牲？

主管機關於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地下埋設設施物

主管機關擬訂都市計畫，將私人土地劃為公共設施保留地

法院將某筆私人土地認定為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

主管機關禁止地主於騎樓擺設攤位

7 關於我國總統選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總統、副總統須列在同一組名單上搭檔競選

無政黨推薦而自行參選者須取得一定數額選民之連署，並繳交保證金，始得開始連署

得票數過半者當選

總統候選人須年滿 40 歲

8 依司法院大法官歷來關於人身自由之解釋，下列何者得不經法院事前審查？

傳染病防治法所規定之強制隔離

行政執行法所規定之管收

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羈押

違警罰法所規定之拘留

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那一種差別待遇應適用較寬鬆的審查基準？

以有無色盲決定能否報考警察大學

以是否有視覺障礙決定能否從事按摩業

以應考人學經歷作為國家考試之報考資格

以性傾向區別能否依法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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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關於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之不信任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提出 72 小時後，應於 48 小時內表決

不信任案得由立法院召開臨時會加以審議

不信任案之表決，得以不記名投票為之

11 關於立法院權力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院不同意緊急命令時，該命令溯及失效

立法院同意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後，即為通過

立法院決議通過領土變更案後，應交公民複決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各部會首長有人事同意權

12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關於考試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考試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憲法增修條文明定考試委員之人數

考試主管機關對考試資格及方法之決定，涉及考試之專業判斷者，法院應適度尊重

考試院職權包括公務人員退休事項

13 下列有關監察委員之敘述，何者錯誤？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除現行犯外，非經監察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

不得兼任民營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14 依憲法規定，下列何種事項不屬於中央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事項？

合作事業 公共衛生 郵政 警察制度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總統之刑事豁免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統有刑事豁免權，故檢察官不得發動任何偵查權

如不妨害總統職權之正常行使，得對總統以被告身分進行偵查

得為保全必要證據而限制總統之人身自由

總統如涉嫌內亂罪，檢察官仍得偵查起訴

16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下列何者非屬監察院之職權？

彈劾權 糾舉權 審計權 同意權

17 依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立法委員之言論免責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言論免責權的目的係使立法委員行使職權無所顧慮，以便於監督政府，故應作最大程度之界定

「對院外不負責任」包含不負相關民事責任、刑事責任及違反自律規則之行政責任

立法委員參加電視台政論節目所發表的言論，亦享有言論免責權

立法委員在休會期間不受言論免責權的保障

1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宣告法律違憲並定期失效的大法官解釋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定期失效宣告係為避免立即失效所可能造成之法律真空狀態

定期失效宣告兼有尊重立法機關行使權力及促使其審慎立法之考量

大法官宣告法律違憲並定期失效，聲請人得立即據該解釋請求再審或其他救濟

大法官如宣告定期失效，聲請人於法律失效前，無從提起再審或其他救濟

19 下列何機關之正副首長是由該機關之委員互選產生？

立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司法院

20 憲法第 148 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域內，一切貨物應許自由流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條規定屬於憲法規範中之政策性方針條款，不具任何拘束力

立法機關有制定相關法律以實現本條規定之義務，故如立法不作為，必然違憲

行政機關解釋法律時，應以本條規定之意旨及目的作為解釋基準

國家行使公權力，依本條規定應使貨物流通，不得增加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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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現行憲法及增修條文保障之參政權，不包括下列何者？

縣自治事項之創制 領土變更案之複決 監察委員之選舉 立法委員之罷免

2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憲法第 14 條結社自由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障人民為特定目的，以共同之意思，自由選定結社目的組成團體

確保人民所組成之團體得自主決定其內部組織與事務

確保人民所組成之各種不同團體，受法律保障與限制之程度相同

確保人民所組成之團體對外活動不受不法之限制

2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婚姻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係為維護配偶間之人格倫理關係，實現男女平等原則，及維持社會秩序，受憲法保障

對於配偶不得提起自訴，係為維護人倫關係之合理限制

同性婚姻不得適用民法婚姻章規定，只能以專法規範

結婚自由包括選擇與異性別或同性別之人結婚之自由

2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第 80 條所稱之法官？

司法院大法官 地方法院庭長 行政法院法官 懲戒法院法官

2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訴訟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應積極建立保障權利之訴訟制度

訴訟文書之送達屬於訴訟權所保障之範圍

對於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所為之決議，不得向最高行政法院再行提起行政爭訟

以訴訟標的之金額限制第三審上訴之權利，違反訴訟權之保障
26 The police usually use ____ to prevent a criminal suspect from escaping.

 batons  fingerprints  handcuffs  posters

27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ke more medical aid _____ to India in an effort to fight an alarming spike in COVID-19
cases.
 available  compatible  dependable  flexible

28 The claims could well be aired by the two ___________ when the case goes to trial.
 referees  clienteles  defendants  judiciaries

29 Many children have become ____________ disturbed as a result of the abuse they have suffered.
 emotionally  passionately  sympathetically  apathetically

30 Some recruitment websites are run by ______________ attempting to steal personal details to commit crimes.
 charismas  celibacies  fraudsters  felinities

31 The President faces 54 __________ of corruption and tax evasion and will appear in court soon.
 charges  appraisals  disclaimers  disputes

32 If found guilty, he faces six months in jail and a heavy _________.
 penalty  reward  fine  detention

33 The policeman took him down to the station to ____ him on suspicion of attempted murder.
 book  bribe  capture  chase

34 The police are calling for ____ now that they know the burglar has a gun.
 back-up  criminal record  street crime  walkie-talkie

35 Through _________ duties the police perform a number of broad functions, including the prevention and detection
of criminal behaviors.
 researching  examining  patrol  pretentious

36 He said that he had received three gifts at that time, one of which ___________ disappeared shortly afterward.
 unwittingly  mischievously  mysteriously  disagreeably

37 Murder is considered a _____ and is punishable by life in prison.
 delinquency  felony  misdemeanor  treason

38 Having a credit card and paying the _____ regularly is a great way to establish a good credit record.
 diagnoses  installments  refreshments  symptoms

39 The explosives had been _____by the police just before being loaded into the jet.
 bombarded  intercepted  ransomed  shoplifted

40 The police are looking for _____ artists who have committed multiple offenses in the park.
 conspiracy  gangster  smuggling  vandalism



代號：2601
頁次：4－4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All new cars sold in Europe from 2022 will have technology to limit their speed. New safety rule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41 new cars to have "intelligent speed assistance" systems. These will be 42 equipment
on cars, just like seatbelts and airbags. There are 43 things that cars will be fitted with. All cars will have
breathalyzers that 44 allow driving if the driver has drunk too much alcohol. Cars must also have advanced
emergency braking, a built-in data recorder, drowsiness and distraction monitoring, and sensors to help 45 reversing.
The EU said 25,000 people are killed each year on Europe's roads. Most accidents are caused by human error. The new
safety systems will reduce road deaths.
41  accelerate  collide  escort  require

42  additional  domestic  standard  vulnerable

43  brutal  other  regional  urgent

44  can  should  will  won’t

45  how  when  where  who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Someone who is naturally curious and is continually willing to grow their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has the potential
to make a sizeable impact as a police officer. Even though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endure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training before they find themselves in uniform, there’s always more they’ll have to learn on the job.

“One of the things people don’t realize about police work is that you have to be a jack-of-all-trades,” McKenna
explains. “Expectations for officers are really high, and new things are always getting added to their plates.”

Back when he began his career as an officer, for example, squad cars were outfitted with simple radios—a way for
officers to call something in and have dispatch take care of it. Police cars today, McKenna notes, are equipped with
computers, calling upon the officers not only to master new technology but also to absorb the duties that previously fell
to people in other positions. It’s also true that the equipment officers now carry is twice as extensive as it was in prior
years.

“Additionally, there are more drugs on the market than ever, and laws change and update,”McKenna says, adding
that departments don’t always have the funding to ensure everyone receives the training they need in these areas. That’s
why he took it upon himself to take various classes throughout his law enforcement career, committing to learn the
different skill sets and laws he’d need. “Lots of police officers attend conferences and classes on the side of their jobs.”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about this passage?

 Police officers should always be informed about amendments in relevant laws.

 Police officers may need to keep abreast with adequate computer skills.

 Police officers may be subject to expectations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society.

 Police officers are resistant to new ideas and new skills.

47 What does “you have to be a jack-of-all-trades” mean in the passage?
 Someone who is an expert in card games.

 Someone who has very good and broad knowledge.

 Someone who cannot master anything.

 Someone who works all day and becomes dull.

48 What can we infer from the passage?
 A police officer needs to savor a variety of drugs so as to be more competent at work.

 A police officer may be busy taking relevant classes when he is off duty.

 A police officer may need to take weight training courses to handle his equipment.

 A police officer may have abundant funding to empower his abilities.

49 What is the main reason that a police officer’s workload keeps increasing?
 He has to attend conferences.

 He has to pay attention to drug trafficking.

 He needs to use the computer when he is on duty.

 He needs to take up duties that did not belong to him previously.

50 What is the best title of this passage?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Hardworking.

 How to Become a Police Officer.

 The Eagerness to Learn.

 Police Officers: The Birth of a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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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一個住宅竊盜案之侵入窗口鐵窗上，現場處理人員採到一枚指紋如下圖，請問該枚指紋屬於那一紋型？

弧形紋 帳形紋 斗形紋 雜形紋

2 有關現場測繪要領，下列何者錯誤？

測繪順序宜先從現場開始，其次為現場周圍，最後為重要跡證之相關位置

現場分散數個地方時，宜分別測繪，測繪時避免移動現場物品，減少誤差

現場測繪圖應註明案名、時間、比例及方位等

現場測繪和現場筆記資料在離開現場前，宜再確認

3 有關刑案現場物證之採集、保存、處理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應以真空採證器採集纖維證物

炸藥送鑑時，宜由鑑識人員採集 3 公克，以玻璃容器封裝後送鑑

數位影音檔案，可以翻拍螢幕畫面之檔案送鑑

現場生物跡證先陰乾，再置於紙袋保存

4 警察機關執行「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強制採樣之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受強制採樣之人已自行到場者，可不製作通知書交付

被採樣人在去氧核醣核酸資料庫中有資料時，仍應予以採樣

通知書經合法送達，被採樣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緊急拘提到場採樣

執行採樣時應優先採取唾液樣本為宜

5 有關各警察機關於刑案現場採集之證物送鑑分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現場採集之精液斑鑑定由刑事警察局鑑識科微物股負責

空氣槍動能初篩由各警察局鑑識中心、鑑識科負責

火炸藥之鑑定由刑事警察局偵查第五大隊負責

鞋類印痕由刑事警察局鑑識科行為科學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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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大刑案發生後，有關勘察組之任務，下列何者不屬之？

如案情需要，得於現場相關處所搜尋附近監視影像

採集各類跡證、包裝、封緘及送鑑

研判犯罪嫌疑人之入出口、進出刑案現場路線、犯罪時間等

刑案現場紀錄

7 有關圍捕任務現場所成立之行動任務小組，下列何者不屬之？

攻堅小組 通訊小組 現場蒐證小組 交通管制小組

8 刑警執勤時，有關刑警背心穿著時機，下列何者不適合穿著？

於銀行 ATM 前之埋伏勤務 於宗教遶境活動之安全管制勤務

至國小進行防範犯罪宣導勤務 於陳情抗議活動現場蒐證勤務

9 臺中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破竊盜集團，逮捕犯罪嫌疑人甲乙丙丁 4 人，其中甲又涉嫌持有並吸食

安非他命，乙吸食大麻，丙為少年，丁為軍人持有愷他命 4 公克，則本案辦理移送作業時，共需幾張

移送書？

 1  2  3  4

10 依據提審法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任何地方法院聲請提審

拘捕機關應將拘捕原因於 24 小時內，以書面告知本人及指定之人

拘捕機關應於收受提審票後 24 小時內，將拘捕之人解交法院

如法院自行迎提者，拘捕機關應立即交出被拘捕之人

11 警察在有女陪侍小吃店臨檢中，在其後方套房內，查獲甲男（30 歲）與乙女（14 歲）衣冠不整，經

詢問二人皆坦承甲男以 5 千元對乙女買春，有性交易事實，則本案之處理，下列何者正確？

應將乙女移送少年法庭

甲男應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規定，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對乙女之筆錄中，其真實姓名一律以代號稱之，並應通知社工陪同指認及訊問

使兒童或少年進入涉及色情之場所，即屬所稱之兒童或少年性剝削定義

12 國中生張三於某日，在學校被同學多人，以布袋蓋頭圍毆傷害，張三並不清楚實際毆打傷害他之對象

為何人；派出所員警受理本案件時，下列何者錯誤？①若張三表明不追究，其父母得獨立告訴 ②學

校可對加害學生告訴 ③張三之告訴期間應自被毆打後 6 個月內為之 ④張三可以單獨對其中某位

學生提告，而不告其他參與同學 ⑤張三事後若因他案件死亡，生前已向警方表明不追究此案件，其

父母仍得提出告訴 ⑥若本案曾經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者，不應受理

①②③④⑤⑥ ②③④⑤ ②③⑤⑥ ①③④

13 張三居住於臺北市大安區轄內，在家接獲自稱中華電信公司服務人員來電，表示其電話費未繳，復有

警察、檢察官等來電表示其涉及洗錢罪等，張三先於其住家附近 ATM 轉帳 2 萬元，給李四（臺中市

第五分局轄內居民）所有之臺北富邦北屯分行帳號內，隔日再至銀行櫃台滙款 200 萬元給丁某（住於

高雄市苓雅區）國泰世華銀行左營分行帳戶內後，再提款 200 萬元在臺北市信義區面交給車手。經親

友提醒發現可能被騙，其至大安分局偵查隊報案，則本案之管轄責任為？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

14 各警察機關應設置刑案證物室之單位，下列何者不屬之？

派出所 警察局鑑識科 警察局刑警大隊 分局偵查隊

15 夜間亦得入內搜索或扣押之處所，下列何者屬之？

假釋人住居或使用者 已過營業時間，打烊之餐館

治安顧慮人口之住所 緩刑者使用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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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於執行拘提逮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通緝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之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

拘票有二聯，執行拘提時，應以一聯交被拘提人或其家屬

拘票不能執行者，應記載其事由，由分局長簽名後，繳交法官或檢察官

司法警察機關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執行逕行拘提後，得於移送時始一併聲請補發拘票

17 偵查犯罪有情況急迫，不及報告檢察官者，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逕行拘提之情形，以下何者

不屬之？

轄內發生銀樓強盜案，被逮捕之現行犯供述某甲為共犯，員警依監視器影像確認其涉案嫌疑重大者

在外役監所服刑而脫逃者

騎乘機車遇警察路檢，突然拒檢並將疑似毒品丟棄路邊，加速逃逸者

涉及強盜案，犯罪嫌疑重大者

18 有關警察機關辦理拾得遺失物作業，下列何者錯誤？

遇民眾拾得皮夾內有信用卡，應聯絡信用卡發卡銀行通知遺失人

拾得物保管單位為分局偵查隊或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遺失物價值在新臺幣 5 百元以下者，自通知或招領之日起逾 15 日，未經有受領權人認領，由拾得

人取得其所有權

受理民眾交存拾得物，受理人員應當面清點並填具制式拾得物收據一式二聯，將第一聯簽章交付拾

得人收執

19 下列何者屬重大刑案？

查獲安非他命 100 公克案件 騎車搶奪皮包，損失 500 元案件

酒店發生聚眾鬥毆案件 夜市商家招牌深夜被槍擊案件

20 執行拘提或逮捕之注意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應以智取制伏歹徒，對付頑抗對象採取組合警力強攻外，亦可視情況運用策略俟機誘捕或策動投案

以逮捕對象任務優先，不顧個人安危，以求團隊榮譽

對於經通知、拘提、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均得違反犯罪嫌疑人之意思，採取其指紋、毛髮、唾

液、尿液

通知到案之犯罪嫌疑人，雖未經拘提或逮捕，仍得解送

21 有關偵查辯護，下列何者錯誤？

偵查中選任辯護人不以律師為限；惟須經機關首長同意

偵查中之辯護人，不得於執行搜索或扣押時在場

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應提出委任書狀，不以司法狀紙為限

檢察官發交繼續追查贓證或共犯之被告，如已委任辯護人者，於詢問時亦應通知該辯護人到場

22 有關警察機關各機關間及與檢察官之聯繫相關事項，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警察機關受理非本轄刑事案件報案時，應立即通報管轄分局偵查隊

警察機關於管轄區外執行情報蒐集、探訪活動，未攜槍時，亦應通報當地警察機關知悉

警察機關得囑託他轄警察機關代為追查贓證物或詢問證人及犯罪嫌疑人等工作

司法警察人員帶同被告外出繼續追查贓證、共犯，應於當日下午 10 時前解交檢察官

23 重大刑案發生，除立即破案外，均應訂定偵查計畫，以為偵查之準據，下列何者不屬於偵查犯罪手冊

中規定之偵查計畫內容？

被害人之嗜好、接觸人物及被害狀況等生活情形

發現經過或受理報案經過

偵查經費之分配

偵查對象、方向、方式、步驟及部署進度等偵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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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有關當鋪業管理，下列何者正確？

當舖業收當物品時，應查驗持當人之身分證件並在當票正聯內捺印指紋，始可收當

持當人可以動產或不動產為擔保，向當舖業借款

各地警察機關可隨時跨轄查察當舖業

當舖業不得收當護照、身分證

25 網路犯罪之電腦執行搜索時，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應立即令犯罪嫌疑人操作電腦將所需證物資料取出

現場查扣行動裝置，應開啟飛航模式，隔絕其通訊及網路功能

勿安裝或複製任何程式、檔案至數位證物中

扣押電腦應符合比例原則，尤其網路公司應特別注意其影響層面

26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下述何類刑案發生後，應由機關主官親自或指派適當人員給予慰問？

被害人受傷案件逾 3 天者 機車竊盜案件發生逾 3 天未破案者

銀樓被強盜案件發生逾 10 天未破案者 網路霸凌案件發生逾 10 天未破案者

27 警察人員受理報案到達刑案現場時，下列何項作為最不適當？

救護傷患 拉封鎖線封鎖現場

蒐尋並採集現場跡證 觀察現場圍觀群眾，有無可疑徵兆

28 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實施指認，應指派案件偵辦人員辦理為原則

若犯罪嫌疑人已選任辯護人，應通知辯護人到場

安排四名以上於外型無重大差異之被指認人，供指認人進行列隊指認

二名以上指認人就同一犯罪嫌疑人進行指認，應一起進行

29 家庭暴力防治法之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何？

 6 月以下  1 年以下  2 年以下  3 年以下

30 警察機關處理尚未取得我國國民身分證之大陸地區配偶意外死亡案件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報驗單位應於報請檢察官相驗之時起，4 小時內以傳真通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並副知內政部

警政署

死亡人數為 2 人以上者，應於確認大陸地區人民身分後，立即通報

我國人民於大陸地區受人身自由限制，經大陸地區公安單位通報我方後，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依規

定函請該管警察局即時通知其家屬

警察機關受理事涉兩岸地區之案件非屬刑事案件者，應轉告報案人或被害人逕洽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辦理

31 有關「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製造、運輸、販賣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較低級別毒品之法定刑

施用一粒眠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

為偵辦跨國性毒品犯罪得由警政署長向最高檢察署提出偵查計畫書，經檢察總長核可後，實施控制

下交付調查犯罪

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費用，一律由國庫支出

32 有關員警受理報案及通報相關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對於立即破獲之案件，可以不必開立三聯單

無刑案現場致不能勘察確認所報案情是否成案，而報案人堅持索取報案三聯單時，得以書函答覆

派出所員警負責刑案基本資料之建立及上傳，上傳後，若發現錯誤，應於 7 日內更正

重大刑案發生或破獲逾 1 小時通報偵防中心及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者，為遲報

33 各警察機關遵守偵查不公開，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審酌公共利益之維護及合法權益之保護，於必要

時，得經各機關主官及發言人核定後發布新聞，下列何情形不屬之？

發生重大災難案件，有適度公開說明之必要

有關被害人之親屬照片、姓名

發生竊盜案件，請民眾指認犯罪嫌疑人之監視錄影畫面

緝獲越獄脫逃之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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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某派出所員警 A，在派出所值班台執行勤務時，接獲某民眾甲來電，在電話中不僅告知其姓名及住址

外，還聲稱 5 分鐘前在自己的家中殺害其年邁父親乙，員警 A 隨即通知在巡邏的線上警網，立刻前往

該住處去查處外，同時也繼續以電話查證甲的陳述是否真實。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案僅屬民眾的報案，並不是民眾的自首

本案員警的電話詢問，已進入本案警詢程序，應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各款規定有告知義務

本案員警的電話查證，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231 條第 2 項之知有犯罪嫌疑，故非屬開始刑事調查的作為

本案員警應繼續電話查詢，以便查證並紀錄甲陳述之可信度及真實性，以作為甲自首的憑證資料之一

35 依照司法實務判決，民眾對於員警執行職務時，下列敘述何者構成妨礙公務罪？

民眾僅係消極反抗、掙扎，並未積極攻擊員警之身體、其他物品或他人

在客觀上民眾無法認知員警依法正在執行職務，而以雙手抵制警察的壓制

通緝犯持有槍械遇到員警追捕而逃跑，惟員警無法證明其有攻擊警察之行為

民眾醉酒駕駛機車被警察查獲，員警要求將其移至路旁進行檢查，竟以機車直接衝撞員警

36 有關警察人員依法使用警械之規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合理使用槍械，並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

警察人員使用槍械的警戒範圍，是指研判自身或他人可能遭受抗拒而有襲擊之虞時

警察人員執行盤查時，有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藍波刀欲自殺者，應依法使用槍械射擊之

警察人員使用槍械的目的，是為迅速排除對社會治安及人民之急迫危害，同時在保障員警執勤的安全

37 有關「偵查不公開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偵查不公開的規範目的，原則上係對於社會大眾不公開，而非對於被偵查人不公開

刑事案件進入調查階段時，對於現場之犯罪嫌疑人或其他民眾，皆應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

依據偵查不公開作業程序，通緝犯經緝獲歸案者，必要時得適度公開或揭露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

司法警察得告知犯罪嫌疑人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定，並得曉示如揭露偵查內容對於案件可能的影響

38 依照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有關現場查訪及調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案件，應即照相或錄影，進行初步查訪、紀錄

重大刑案及特殊刑案，應由直轄市警察局局長或各縣市警察局局長擔任現場指揮官

現場應依任務需要，除擔任警戒任務外，分調查組及勘察組，人力不足時應請求支援

調查組之具體任務，在於蒐集刑案相關情資，例如查訪案件之關係人或是搜尋附近監視影像

39 依照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範，有關刑事案件之管轄及偵查責任之區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涉及帳戶匯款之詐欺案件，由發生地之警察機關管轄之

竊車恐嚇取財案件，由車輛失竊地之警察機關管轄之

捷運或輕軌移動車廂內發生案件，由發生地之警察機關管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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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受理報案或接獲通報在先之機關主辦

40 依照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範，有關偵辦重大案件的處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偵辦重大案件之需要，依其性質為專案情報諮詢布置

破獲重大刑案，應立即通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揮中心

重大刑案逾 3 日未破案者，應由機關主管親自或指派人員給予被害人慰問

重大刑案發生後不能即時獲得線索予以偵破，而必須有關單位協助時，得成立專案小組

41 司法警察逮捕現行犯，應即解送檢察官，下列何者經檢察官許可者，司法警察得以函送方式辦理移送？

告訴乃論之罪，經告訴人撤回告訴之案件

所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案件

犯強制性交罪之案件，全案經調查完畢證據明確，被害人堅持提出告訴

犯強盜殺人案件經調查完備，認定具有犯罪嫌疑者，被害人堅持提出告訴

42 有關司法警察機關所為之現場勘察與採證，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現場勘察步驟是由內而外、由近而遠、由高而低為原則

現場彈頭（殼）視個案留意其可能的微物證據，必要時，先採集鑑定

犯罪現場發現有爆裂物或疑似爆裂物時，應通報刑事警察局地區防爆隊至現場排除

對於住宅或車輛或其物品實施採證，若採證之標的物權利人不同意者，必要時得報請檢察官核發鑑

定許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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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下列何種情形之下，司法警察機關於偵查犯罪時，無須經檢察官之許可，及向該管管轄法院聲請令狀？

司法警察發現犯罪嫌疑人居無定所，且犯罪嫌疑重大者，得逕行逮捕之

警察機關偵辦刑案因情況急迫，基於案情需要必須調取通信紀錄者，即可逕行調取之

警察機關因調查犯罪之必要時，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證人到場說明案情

偵查中警察機關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非迅速搜索，證據有滅失之虞者，得逕行執行緊急搜索

44 司法警察偵辦刑案，有關對於被害人之保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詢問受傷之被害人，應以救護為先，並以多次詢問為原則以及詳實記錄之

性侵害之移送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被害人姓名以代碼稱之

被害人受詢問時，依被害人之聲請或依職權，審酌案件情節及被害人之身心狀況後，得利用遮蔽設

備，將被害人與被告、第三人做適當隔離

被害人於受詢問時，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

輔導人員、社工人員或其信賴之人，經被害人同意後，得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45 有關交通事故處理肇事現場逃逸案件，下列何者錯誤？

逃逸之車輛所遺留的油漆碎片，應使用鑷子進行採集為宜

現場跡證應以尋找車體的散落物，為破案之重要關鍵證物

現場肇事車輛撞擊下產生之血跡、油漆片、玻璃等證物，應加以留存紀錄

現場拍照不宜從各種不同角度與地點拍攝，應以現場重要跡證為拍攝核心，以避免失真

46 下列何者，是屬於「情況性跡證」？

因人對人、人對物或物對物間接觸所生成的證物

從現場遺留的凶器、指紋、衣物等物證，可連結到嫌犯曾至現場

手錶停止的時間、屍體腐敗狀況、傷痕位置與形態、現場門窗關閉、開啟等、抽屜開啟位置等情形

所呈現的跡證

室內現場有無汽油味、瓦斯味、屍臭味、車輛引擎溫度、輪胎印痕、交通號誌等情形，須加以記明

筆錄或照相、錄影方式記錄之

47 有關跟監與監視的偵查手段，下列何者錯誤？

跟監或監視人員應儘量避免穿戴引人注目之特殊物件

跟監與監視，同屬動態式觀察紀錄相關訊息之任意偵查活動

被跟蹤對象故意製造突發事故，陷執行跟監之人員於不利的情境時，應設法儘速撤離

被跟蹤對象突然進入屋內，跟監人員應迅速利用附近隱蔽物，進行埋伏或重新部署等必要措施

48 警察機關使用通知書送達應受送達人之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送達時送達人應製作送達證書，交予應受送達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有關通知書之送達，若無急迫性或時效性之案件，應以留置送達方式為原則

送達時未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應送達文書交予辨別事理之同居人或受僱人代收之

送達時應受送達人無法律上理由而拒絕收領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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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偵查中扣押物須經所有人或持有人之請求，在何種情形下，警察機關得經檢察官核可，暫行發還給所

有人或持有人負責保管之？

經查該扣押物並非贓物者

必須等到案件獲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者

經查確係請求人所有或持有，而無他人主張權利者

所有人或持有人對扣押物，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者

50 有關執行搜索、扣押之注意事項，下列何者最正確？

執行時，發現本案應扣押之物為搜索票或扣押裁定所未記載者，不得扣押之

拘提逮捕人犯後，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

交通工具及其住宅

檢察官自行聲請搜索票交付警察執行搜索或扣押後，警察於執行完畢後，應於 3 日內回報

執行完畢後而有扣押之物時，應將搜索票或扣押裁定正本、搜索扣押筆錄影本連同扣押物品目錄表

影本，儘速函報核發搜索票或扣押裁定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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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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為原料商，對於三倍券之發行，聽聞其下游廠商談論有關收到無梅花

浮水印之三倍券，無法分辨真假一事，在未進行查證的情形下，發布「小
心一點，我有認識的店家已收到假的了，拿到臺灣銀行請他們鑑定後，

證實是假的」等訊息，至乙等共處之四人 LINE 小群組中，俟乙瀏覽該

訊息後，亦未經查證而將之轉知丙，丙於是和丁召開記者會，丙稱「民
間已經有收到『偽三倍券』，拿去換的時候曾被拒收，拿到臺灣銀行的時

候，銀行說這是偽券」等語，丁則表示「我有一個朋友因為收到假的三

倍券，他在門口直接貼上『即日起，拒收三倍券』」，記者會後訪問丁，
丁謂「當他要拿去銀行換錢的時候，銀行說『你這張是偽三倍券』」。事

實上，丙、丁二人並未向臺灣銀行查證，當日，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發布

即時新聞，澄清上開訊息係錯誤的；另一方面，本案並未發生實害，又
200 元及 500 元三倍券之浮水印均為不固定位置梅花圖案，且亦發現沒

有浮水印梅花圖案之三倍券，警方最終將本案移送審理。

試說明警方移送審理的法律依據，並論述丙、丁二人的行為是否合法？
理由為何？（25 分）

二、甲駕駛自小客車於南迴山路連續違規超車，警方獲報趕赴現場，鳴笛示

意攔停受檢，甲不但未於路邊停車，反而將車子橫停在道路中央，緊閉
車窗並拒絕下車，導致南北雙向車流受阻且嚴重塞車，不論警方如何喝

令，甲都不肯下車就範，雙方僵持 10 餘分鐘後，兩名員警開始持警棍破

窗，雖奮力敲擊多下，車窗絲毫未損，民眾於是出借拔釘器，警方才從
駕駛座破窗，將甲拉出並壓制上銬，而甲的自小客車屬感應式無鑰匙車

輛，車子無法推動，拖延數分鐘之後，警方從其口袋取出感應器，將違

停車輛移到路邊，恢復雙向通車。
試就警方的破窗行為，說明其法律上依據，並檢查其合法性。（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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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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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以書面陳報至該管警察局長層級核准後實施，警察分局長並無核准權
其期間不得逾 1 年，必要時得報准延長 1 年，並以 1 次為限
蒐集之資料，應注意保密，專案建檔，並指定專人依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管理之
其經費由各警察機關自行編列預算支應

2 有關「警察人員使用警銬規範」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係依據警械使用條例相關條文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
係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0 條授權訂定之行政規則
對兒童或孕婦，以不使用警銬為原則
必要時，得以使用警銬為懲罰受管束人之方法

3 有關準用警械使用條例之人員，下列何者不屬之？
私立醫療機構駐衛警察 警察役役男
特勤人員 保全人員

4 警察人員下列何種行為，並未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
加入特定政黨，並兼任該黨地方黨部主任委員
配偶參選民意代表，兼任其競選辦事處之總幹事
於法定上班時間，請事假參加其政黨所舉辦之遊行活動
於退勤後，主持特定公職候選人之選舉造勢晚會

5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為查證人民身分，得詢問下列何種人別資料？
聯絡電話 出生地 職業 性別

6 有關警察職權行使之救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義務人對於警察行使職權之方法，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時，應交由上級警察機關為異議之
決定
對於警察機關所為損害賠償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利害關係人因警察行使職權有不當情事，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警察依法行使職權，致其財產遭受損失時，人民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

7 下列何者得擔任應經許可之室外集會遊行之糾察員？
受監護之宣告，尚未撤銷 受輔助之宣告，尚未撤銷
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 經裁處拘留確定，尚未執行

8 有關室外集會、遊行許可之通知書，下列何者非屬法定應載明之事項？
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負責人之住居所
糾察員人數及其姓名 參加人數

9 性交易場所應辦理登記及申請執照，未領有執照，不得經營性交易，應規定於下列何種法規範中？
行政罰法 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社會秩序維護法

10 下列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經裁處後，受裁處人如有不服，何者應向地方法院簡易庭提起聲
明異議？
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媒合性交易而拉客
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不聽
意圖鬥毆而聚眾

11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營業罰，其裁處係由下列何者為之？
警察機關 地方法院簡易庭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警察機關或地方法院簡易庭

12 有關行政執行法之管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管束人不服管束措施，應即時提起抗告
執行人員應即將管束原因及概略經過報告主管長官
執行機關無須將管束原因，告知本人及其配偶、法定代理人或其指定之親友
管束時間，不得逾 24 小時，但必要時得再延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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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關行政執行法之管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行政執行分署逕為裁定
不服管收之裁定，應提起抗告
義務人所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因管收而免除
懷胎 2 月以上者，應即停止管收

14 警察人員之辭職，應以書面為之，服務機關應於收受其辭職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為准駁之決定，此
係依據下列何者之規定？
公務人員任用法 公務人員保障法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

15 下列廣義之警察罰，何者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行人不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受罰鍰之處分
警察人員之服務機關對其所為記過之處分
懲戒法院對警察人員所為罰款之處分
集會遊行之負責人未親自在場主持，維持秩序，經主管機關科處罰鍰

16 下列警察官規事項，何者不適用一般公務人員法制之規定？
考績 陞遷 退休 撫卹

17 於警察人員依法調查或查察時，拒絕陳述下列那些人別資料，方足以構成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
行為？①姓名 ②出生年月日 ③身分證統一編號 ④住所或居所
② ③ ②③ ①④

18 社會秩序維護法科處之罰鍰，關於其繳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罰鍰應於裁處確定之翌日起 10 日內完納
被處罰人依其經濟狀況不能即時完納者，得准許其於 3 個月內分期完納
遲誤一期不繳納者，以遲誤當期之到期日為餘額之完納期限
得易處拘留

19 有關初任各官等警察人員，未具與擬任職務職責程度相當或低一官階之經驗 6 個月以上者，應先
予試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試用期 6 個月
試用期滿成績及格，予以實授
試用期有被記過情形者，為試用成績不及格
試用期滿成績不及格，予以解職

20 下列何者非屬警察職權行使法所稱，為排除危害的驅離手段？
得將妨礙之人驅離 將車暫時驅離
禁止人車進入 得將妨礙之人以專車載離

21 依警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
官制 預算 服制 警察勤務

22 下列何者不屬於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之警械？
防暴網 警察盾牌 木質警棍 警繩

23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1 條有關對特定對象之跟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
已無蒐集必要者，應即停止之
蒐集之資料，因調查犯罪行為，得繼續保存
跟監期間每次不得逾 1 年，並不得延長

24 某甲為公務員，因為岳父參選立法委員，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某甲得從事下列何種活
動？
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宣品
在辦公場所懸掛、穿戴公職候選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領導連署活動
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

25 關於警察機關之工友，其行政中立事項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適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 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
另依行政規則規範之 無須行政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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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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甲急促跑來派出所報案，稱其機車置物箱內的皮包遭竊，內有身分

證、信用卡、金融卡等重要證件，且發現置物箱鎖已遭破壞，遺留一把

疑似作案之工具，你擔服備勤勤務，奉派前往處理，針對全案你應如何

處置？（20 分）

二、夜間你與派出所警網在轄區執行路檢勤務，依任務分配擔任攔車的工作，

當一切就緒，開始執行攔車，判斷來車是否攔停之要件為何？試舉出三種

判斷要攔停的具體態樣，當車輛經攔停後，得實施那些措施？（20 分）

三、你是分局偵查隊小隊長，接獲分局通報率領值班小隊會同線上派遣之派

出所員警同仁，前往防制街頭聚眾鬥毆，發現夜店內有民眾甲等 6 人與

乙等 10 人，飲酒後發生口角爭吵，進而相互鬥毆；你於現場應該如何處

理？又其相關之法律依據為何？（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56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你擔任值班勤務，受理民眾報案指稱其營業場所大門遭不明人士槍擊，而人員並未受傷，你受理

後要陳報時，本案應屬下列何種刑案？

特殊刑案 重大刑案 一般刑案 牽連廣泛之普通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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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擔任派出所值班勤務時，除了相關應勤簿冊的檢視外，有關槍械彈藥查核清點事宜，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應確實保管槍械彈藥庫鑰匙，固定置放值班臺抽屜

查核清點要檢查領槍應有領槍證，還槍時取回

不得槍與證同時存放或無槍無證

未列入勤務交接之裝備彈，應由所長蓋章及標示日期封存後，集中保管

3 你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派出所值班人員，有高雄市居民開車北上訪友，其汽車於三重區

遭竊親自至派出所報案，本案如何處置？

委婉說明請其向管轄單位辦理 不予理會任其離去

依報案單一窗口立即受理 立即受理但不需知會及轉移管轄單位

4 你是警勤區員警，在實施警察勤務區訪查工作時，下列作為何者錯誤？

查訪治安顧慮人口及記事人口，掌握其動態

提供民眾住宅安全防竊檢測服務

與諮詢對象如里長、民力等聯繫互動，蒐集轄區治安資訊

查訪時得隨意進入民宅，並可與被約訪民眾約在 22 時後實施

5 你擔任巡邏勤務，接獲分局勤務指揮中心通報前往處理民眾甲、乙互毆案件，你到現場時，2 人

仍在扭打，下列處置何者錯誤？

即時制止甲、乙之互毆行為

在符合比例原則下，得將甲、乙予以管束

逕行通知甲、乙到派出所，不服通知時，得強制之

對甲、乙以社會秩序維護法「妨害安寧秩序」章之違序行為辦理

6 你是派出所警員，擔服巡邏勤務時，遇有民眾報案，經詢並非在本轄發生之案件，下列處理方式

何者錯誤？

如非緊急案件，報案人要求警察機關派員至其住所製作相關文書資料，應要求其到派出所始能

報案

執勤員警受理民眾報案，除遇緊急狀況需即時反應處置外，應引導至最近之報案窗口

受理報案因情況急迫，需即時追緝逃犯、救護傷患或排除急難、危難時，均應即時處置

民眾報案，不分本轄或他轄刑事案件，均應立即受理，受理後應即派員查證並妥適處理

7 假設你擔任某分局交通分隊分隊長，某日接獲民眾報案於轄內發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時，下列處

置作為何者錯誤？

立即派員趕往現場，同時向上級報告，並視情況請求支援

倘經初步了解為重大交通事故或 A1 交通事故，應立即通知刑事或鑑識人員支援現場蒐證

你到現場發現負責事故處理的員警處理速度太慢，應立即指派專人接手處理

現場若有傷者待救援時，應立即通報消防機關救護傷患



代號：60150
60350

頁次：4－3

8 你是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某派出所員警，於處理各類刑事案件時，下列那類刑案及案件內

容可以發布？

查獲施用毒品之人 查獲普通竊盜案

犯罪嫌疑人之供述內容 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社會矚目案件

9 你為派出所警員，於受理偵辦詐欺案件時，下列處置何者錯誤？

涉及帳戶匯款詐欺案件，立即設定警示帳戶及啟動金融機構聯防機制等相關規定

向上溯源，追查集團核心、成員等相關共犯

受理被害人報案，態度誠懇和藹，適時予以安慰關懷

若係他轄案件，請被害人至該所轄分局派出所報案

10 你為刑事警察大隊科技偵查隊偵查佐，偵辦一件網路詐騙案，下列何項偵查作為錯誤？

隔離犯罪嫌疑人與犯罪證物

照相、錄影或繪製現場圖

搜索現場檢視有無遺漏之儲存硬體

桌邊小紙條、垃圾桶內之廢紙等文件紙張，與網路無關，毋須注意

11 某民眾告稱鄰居甲 10 天前搶奪他皮包，經依法通知調查，你對犯罪嫌疑人甲詢問筆錄時，下列程

序何者正確？

詢問時不宜告知甲所犯罪名 告訴甲得選任鑑定人

告訴甲得選任公設辯護人 告知甲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陳述

12 你是分局偵查佐，持法官核發之毒品案搜索票執行搜索，應搜索人甲，應扣押物為毒品等相關物

品，應加搜索處所為甲住處，抵達時甲及其友人乙、丙適駕車同返甲住處，下列處置何者錯誤？

得搜索對象僅限於甲 得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盤查乙丙

得搜索範圍包含甲住處及車輛 得搜索範圍僅限甲住處不含車輛

13 你轄區內有堂兄弟甲乙因相處不睦，衍生乙毆傷甲涉及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傷害案，你受理偵辦

本案，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堂兄弟非屬家庭成員關係，不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相關規定

甲表示暫不提告，免製作證人筆錄，但應提醒其告訴時效

甲對乙提吿復撤回傷害吿訴，案件應移送檢察官核辦

甲對乙提吿，為減輕訟累，可協助甲乙 2 人向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案件免移送檢察官

14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有關舉發及處理相關時效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日起，逾 3 個月不得舉發

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逾 3 個月不得舉發

移置保管或扣留之車輛，經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屆期未領回或無法查明車輛所有人，經

公告 3 個月，仍無人認領者，由移置保管機關拍賣之

對於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

檢舉，經查證屬實者，應即舉發，但行為終了日起逾 5 日之檢舉，不予舉發



代號：60150
60350

頁次：4－4

15 你執行巡邏勤務時，發現路上一台速度緩慢且車行狀態顯不穩定的車輛，經鳴警笛示警攔下該車

後，發現駕駛人滿身酒味且意識不清，欲對其進行管束時所應注意的程序與措施，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執行管束時，得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若駕駛人醒來有抗拒或攻擊之行為，必要時得對其使用警銬或其他經核定之戒具

應於危險或危害結束時終止管束，管束時間得視實際需要，尚無一定限制

酒後駕車行為部分，則按其違反情節分依刑法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規定辦理

16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有關「慢車」種類中對「自行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自行車可分為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 2 種

電動自行車係指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 25 公里以下，且車重含電池在 40 公斤以

下之二輪車輛

電動輔助自行車係指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 25 公里以下，且車重在

20 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應經檢測及型式審驗合格，並粘貼審驗合格標章後，始得行駛道路

17 你正處理一件酒後駕車肇事案件，肇事駕駛甲帶有酒氣，但行為舉止正常，卻不願意配合實施呼

氣檢測，你將甲送交醫院實施抽血檢測，後續作為下列何者錯誤？

製作甲之談話紀錄表或調查筆錄

請甲抽血完成後先行返家，待醫院檢驗結果再行到案

製作「刑法第 185 條之 3 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舉發拒測

18 你為分局偵查佐，主辦偵破一件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組織犯罪集團案，在發布刑案新聞時，

必須注意遵守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因係檢察官指揮偵辦案件，故須先向檢察官報告

落實發言人制度，由一定層級或指定人員發言

提供影音資料，須簽由首長層級核准

案件內容涉及兒童及少年部分，亦可發布

19 依據 A1 及 A2 類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作業程序規定，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

向警察機關申請閱覽或提供相關處理證明文件或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於事故 10 日後始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現場照片

於事故 14 日後始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現場照片

於事故 20 日後始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於事故 30 日後始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20 甲駕駛小客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撞擊橫向穿越路口乙之機車，造成 A2 車禍，乙受傷送醫，

你獲報前往處理，目擊證人說甲車速度很快，甲稱時速只有 40 幾公里，下列何者無法有效釐清甲

車之行車速度？

測量甲車之煞車痕長度 調閱事故路口之監視器

測繪乙之機車倒地位置 製作甲與目擊證人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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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了管理砂石車的交通違規與肇事問題，行政院與交通部頒布「砂石車

安全管理方案」，從「人、車、路」三方面著手，規劃砂石車行駛路線，

採用砂石車專用車、加重超載違規罰則……等措施。請說明關於砂石車

執法之主要法規內容？併檢討其相關安全管理問題？（25 分）

二、交通勤務警察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稽查，應認真執行。請說明

交通勤務警察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舉發方式？民眾以車裝錄

影設備向警察機關檢舉交通違規，可否據以舉發？（25 分）

三、請分別說明交通事故分類及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之定義？交通事故處理

人員抵達現場，應將車輛停於適當位置，打開警示燈提醒來往人、車注

意，現場道路，應予適當管制，疏導人、車通行，並應注意那些現場保

護事項？（25 分）

四、酒駕肇事嚴重威脅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內政部警政署將取締酒後駕車

違規列為重點工作，要求各警察機關強化各項預防及執法作為，希能遏

阻民眾酒後駕車之僥倖心理，減少酒駕肇事。請說明警察執行酒駕取締

之處理程序？若汽車駕駛人拒絕配合實施檢測者，應如何處理？（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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