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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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0 年 4 月○○市警察局○○分局○○派出所周邊，發生該分局教

官與 10 名黑衣人口角，黑衣人繼而闖入○○派出所，砸毀值班台電腦，

後遭員警制止，推出派出所。事隔數日派出所所長與員警未向上級長官

報告，逕自刪除錄影監視系統畫面，案經網路爆料警察處置不當，該分

局分局長於第一時間親自召開記者會說明，並安排黑衣人與員警在分局

大門前握手言和，遭民代與媒體大肆批評，最後以分局長調職，刪除錄

影畫面員警經檢察官緩起訴收場。

有關本案之始末，值得警察人員警惕與學習之處甚多，請就警察組織、

警察領導與管理、警察倫理、媒體公關、治安顧慮人口互動等面向，提

出本案之精進作為，試申論之。（25 分）

二、為規範警察依法行使職權，以保障人民權益，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

安全，警察職權行使法自民國 92 年 12 月 1 日施行，並於 100 年 4 月 27 日

修正第 15 條條文。請分別就警察職權行使法訂定之警察職權範圍、

（15 分）依法行使職權時造成人民特別犧牲損失補償之規定，（5 分）以

及行使職權時與民眾互動之程序，（5 分）申論之。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5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辦事細則規定，保全業與當舖業業務管理之規劃、督導與考核是何

單位掌理？

預防科 偵查科 司法科 反黑科

2 專業化警政之哲學與想法，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經實證研究之檢驗下，發現其想法與措施，並

不能真正有效的控制犯罪，為了修正專業化發展之缺失，於是有下列何者警政的復古運動？

傳統警政 問題導向警政 零容忍警政 社區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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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據警察教育條例，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教育，分為養成教育、進修教育、深造教育

各級警察機關應實施警察常年訓練，其辦法由各級地方政府定之

警察學校之課程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警察專科學校及警察大學之教育科目，由內政部會同教育部定之

4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6 條律定中央行政機關名稱，其中「署、局：三級機關用之。」故

而可知內政部警政署為三級機關，相對的，地方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其在地方行政

機關層級為第幾級機關？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5 警察人員因公傷亡之照護與撫卹，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人員因公傷亡，應給予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

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給予終身照護

在執行職務中殉職者，比照戰地殉職人員加發撫卹金

在執行職務中殉職者，其子女應給予教養至高中畢業為止

6 臺南市之前因女大生命案發生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陸續調整了幾次的高階警官人事案，依警察

人員人事條例之規定，有關任官及職務遴任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警察官初任之警監，呈請總統任官，警正、警佐報內政部任官

警監職務，行政院核轉呈請總統遴任

警正職務，由內政部遴任或報請行政院遴任

警佐職務，由內政部遴任或交由直轄市政府遴任

7 內政部警政署為避免核心任務遂行受到擠壓與影響，於民國 103 年配合其它行政機關，成立下列

何種專責警力？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

保安警察第六總隊 保安警察第七總隊

8 民主法治社會，為避免警察權濫用，仍需要相當的制衡機制，下列有關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部門儘量明定警察職權範圍與界限

司法部門對警察違法審查救濟機制，程序簡化，審期加速

行政部門加強警察人員培訓，服從領導指令，貫徹執行命令

警察機關嚴格實踐正當程序要求，強化內部監控功能

9 Svara 綜合規範倫理學的重要理論提出倫理鐵三角的衡平性看法，他認為義務論、德行論和效益

論等三種不同的倫理學理論，分別強調倫理鐵三角的重要性，所指倫理鐵三角是下列何者？

規則、德行、結果 規則、過程、結果

程序、德行、過程 程序、規則、德行

10 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是審查有關警察實施臨檢、盤查權所依據的警察勤務條例規定合憲性

的案件，警察行使該項職權，可能涉及人民一項或多項的自由與權利，是影響層面廣泛的憲法議

題；有關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與司法院釋字第 445 號解釋，皆採用重要關聯性理論受理審查並作出

解釋

警察勤務條例為單純之組織法，其有關臨檢之規定，不能作為員警任意臨檢、取締或隨機檢查、

盤查之依據

臨檢實施之檢查、取締或盤查等，係對犯罪嫌疑人或處所之查驗、檢查，影響人民名譽權及隱

私權等甚鉅

行政機關行使職權，不應僅以組織法之職掌規定為準，更應有職權命令作執行依據，始符合依

法行政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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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警察勤務無論是現在或未來，亦或其如何變革，警察勤務在運作上，仍脫不了以下四項原理的支

配，下列有關警察勤務運作原理的敘述，何者錯誤？

迅速原理，其是指警察人員越早到達犯罪現場，則逮捕犯罪人的機會越大，因此，有所謂的 TAP

理論的出現

顯見原理，即見警率的歸納；亦即警察在執行勤務時，無論其服裝或裝備，都必須明顯易見，

此在傳統警察勤務觀念中，具相當意義

彈性原理，指警察勤務運作方式上應避免一成不變，也就是勤務執行的「因時因地因事制宜」

機動原理，這是強調動態的勤務運作而言，其基本假設是警察勤務應採被動反應式的處理問題，

而非主動先發式的發現問題

12 依現行警察人員執行勤務著防彈衣及戴防彈頭盔規定，下列有關特殊狀況是否穿戴防彈衣防彈頭

盔的決定，何者正確？

執行勤區查察勤務：聯合查察及特殊狀況由帶班人員決定穿戴防彈衣及頭盔

汽車巡邏：下車執勤時，由帶班人員視治安狀況決定穿戴防彈衣及頭盔

徒步或腳踏車巡邏：由分局長視天候及治安狀況決定穿戴防彈衣及頭盔

執行臨檢勤務：由分局長視臨檢對象及治安狀況決定穿戴防彈衣及頭盔

13 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規則，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規則依據警察法第 10 條規定訂定之

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可分為警員升巡佐，巡官升警務員兩種

警察人員陞遷，參加此項考試及格者，是唯一取得警察人員晉升職務途徑

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總成績未達 50 分，或筆試科目一科成績為 0 分者，不予錄取

14 負責轄區警察勤務之規劃、指揮、管制、督導及考核，並對重點性勤務，得逕為執行，為下列何

種機構？

警察派出所 警察分局 警察局 警政署

15 警察職權行使法所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係指何種職務以上長官？

警政署署長 警察局局長 警察分局分局長 警察派出所所長

16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下列何者非警察職權？

搜索、扣押 查證身分、鑑識身分

蒐集資料 保管、銷毀

17 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有關公務人員訴訟權保障及外勤消防人員勤休方式與超勤補償案，其解

釋理由書與警消之勤休方式息息相關，該解釋有關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公務人員服勤時間與休假制度，應受憲法工作權之保障

超勤補償，為俸給延伸，並非恩給，應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

公務人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制度，屬憲法第 18 條保障健康權之範疇

本號解釋不僅釋示憲法保障健康權之內涵，更首次表態釋示國家負有最低限度之保護義務

18 依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警察機關對治安顧慮人口，多久要實施查訪一次？

半個月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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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警察勤務條例規定服勤時數以 8 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視實際情形酌量延長之。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條文中之「必要時」係屬不確定法律概念，行政機關仍應以 8 小時勤務排班為宜

行政機關仍有相當程度之判斷餘地，惟應符合比例原則

內政部警政署有函釋避免每日常態性編排連續 12 小時勤務

警察勤務要控制適當機動警力，以備勤替班，協助突發事件處理，24 小時運作，有效維持治安

20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機關扣留之物得予變賣，下列有關敘述，何者錯誤？

有腐壞或價值重大減損之虞

保管、照料或持有所費過鉅或有其困難

扣留期間逾 6 個月，無法返還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且不再合於扣留之要件

經通知 2 個月內領取，且註明未於期限內領取，將予變賣，而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未於期

限內領取

21 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應遵守有關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實施訪查，應於日間為之，但與查訪對象約定者，不在此限

警察實施訪查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

警察發現查訪對象有違法之虞時，應暗中蒐集情報資料，待其犯法時，繩之以法

發現他轄行方不明治安顧慮人口，應通報其戶籍地警察機關

22 依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訪查工作項目之為民服務項下，包括執行失蹤人口查尋等；

依現行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有關失蹤人口報案作業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臺無親屬者，依相關權責單位人員或經居住地之戶政事務所之報案辦理查尋

社政機關或其委託公、私立社福安置機構所安置之保護個案，依該管機關（構）之報案辦理查尋

緊急案件依其同行人員之報案，應即與其家長（法定代理人）、家屬或親屬聯繫確認後辦理查尋

家屬委由公、私立社福安置機構照顧之個案，依安置機構之報案，並即與其家屬聯繫確認後辦

理查尋

23 邇來警察行使職權出現「黑衣人闖警局私了」、「因陌生臉孔而盤查」等事件，引發警察對於具體

個案適用法律的認知與裁量等爭議。參照翁岳生教授認為法律在個案適用過程的見解，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確定事實：屬事實的判斷，是認知問題，不是裁量行為

解釋法律：適用機關本身解釋法律是一種認知作用，不是裁量行為

涵攝過程：將已確定的事實，套用至法律的過程，屬裁量的作用

決定法律效果：符合要件後，決定如何處理的問題，屬裁量的行為

24 警察人員使用防護型應勤裝備時（如辣椒水）的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使用防護型應勤裝備時，應該注意風向

無須考量地形與地物狀況，以完成任務為首要目標

逮捕相對人後，避免其臉部接觸地面影響呼吸

使用原因已消滅，應立即停止使用

25 警察勤務的基本原理，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勤務的基本原理包括勤務組織原理與勤務運作原理

警察勤務的組織是散在原理與授權原理而建立

警察勤務之運作脫不了迅速原理、機動原理、彈性原理與顯見原理的支配

警察勤務通常為警察機關服從領導者旨意之手段與方式



類科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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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
警察學與警察勤務（試題代號：35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

單選題數：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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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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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B A D D D C A A

D D C C A D B A D

C B C B D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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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警察政策與犯罪預防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50170
頁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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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許多公共政策或政策分析教科書，對於政府失靈都有許多解釋，例

如 Weimer 和 Vining 共同出版的 Policy Analysis（政策分析）教科書，對

政府失靈有深入之論述。據此，請回答以下兩個問題，第一，政府失靈

的重點為何？（15 分）第二，請就政府失靈內涵，進行非法藥物濫用政

策問題分析，同時論述非法藥物濫用政策存在的挑戰。（10 分）

二、警察人事政策之形成與規劃攸關警察組織犯罪預防成效，也和警察政策

執行息息相關，請舉實例說明目前警察組織人事政策存在的問題與困

境，（15 分）並提供問題解決的政策工具。（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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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政策理論中認為，無論是垂直或水平分工，同樣都存在著整合的問題；H. Mintzberg 因此提

出了六項整合的模式，下列何者並非 Mintzberg 所提出的模式之一？

輸出標準化 直接督導 相互妥協 技巧標準化

2 D. Kennedy（1983）認為服務人群的機關組織應具備一些特質，下列何者不是其所具備的特質：

服務對象遭遇到的問題都是特定的問題 服務廣泛

能提供系統整合的服務 機關能提供一般性的服務

3 主張民眾會因為得知某人遭受犯罪侵害，或是從媒體觀看犯罪被害新聞，而產生被害恐懼感，此

在學理上稱為：

責備被害人（blaming the victim） 重複被害（repeat victimization）

被害衝擊（victim impact） 替代被害（vicarious vic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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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第 69 期警政雙月刊中刊載徵文活動「預防犯罪新思惟-以多元宣導推播預防犯罪 IPC 理念」，所

謂的 IPC 指的是預防犯罪從我做起（I prevent crime）。在政策溝通的理論中，此種只考慮警察的

手段（徵文），而不考慮目的本身是否為民眾所接受，此種理性被稱為：

工具理性 實質理性 目的理性 溝通理性

5 根據國內外相關的實證研究發現，被害人參與修復式司法方案後，可以提升那幾項的正義感受？

①程序正義 ②應報式正義 ③實質正義 ④互動式正義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④

6 由於工業化與都市化等社會變遷的影響，被稱為現代警政之父的時任英國內政部長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認為，犯罪問題引發了普遍的社會不安，積極推動設立新警察的計畫，於何年成立

「倫敦首都警察廳」？

 1829  1835  1841  1851

7 民國 67 年行政院核定以警政現代化為主要目標的「改進警政工作方案」，其中設立 110 報案系統

屬於下列那個現代化項目？

增進警民關係 勤務現代化 人事現代化 警察精神建設

8 下列那一個國家，透過在少年司法中實施「家庭團體會議」（Family Group Conferences）來回應國

內原住民希望能參與少年司法決策且減少少年進入法庭，並「鼓勵觸法少年在家庭與社區的支持

下負起行為的責任，以尋求修復傷害」而著名？

瑞典 日本 紐西蘭 韓國

9 學者貝利（Stephen K. Bailey）認為所有執法人員，均應平等對待所有人，但基於重大個別差異之

考量，得允許彈性處理特殊個案，此一原則被稱為：

依法行政原則 行政中立原則 人權保障原則 仁慈的公正原則

10 下列何者曾獲頒福特基金會及哈佛大學 Kennedy 政府學院聯合頒發的美國政府創新獎，認為它是

20 世紀後半極重要的組織或管理上的革新；美國犯罪學及公共政策（CPP）期刊亦認為是近幾十

年來警政策略中最重要的革新？

問題導向警政 電腦統計警政 社區警政 循證警政

11 員警在受理家庭暴力案件時，避免指責或歸咎被害人，表達傾聽接納的態度，最符合下列何種原

則？

關懷同理 保密 通報 告知權益

12 邇來警察機關紛紛運用線上社群媒體平台成立粉絲團或臉書專頁等，作為和社會大眾互動與宣導

之教育平台，這樣的做法最符合那一種犯罪預防模式？

初級犯罪預防 二級犯罪預防 三級犯罪預防 情境犯罪預防

13 有關對美國警政專業化甚有貢獻，被稱為「美國現代警政之父」的 Vollmer，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Wichita 創立第一個警政學位

曾擔任加州 Fullerton 市警察局局長

曾擔任伊利諾州 Chicago 市警察局局長

出版「警察行政」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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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列何者不是實證犯罪學主張的犯罪預防策略？

矯正 教育 威嚇 治療

15 日常活動理論的問題分析三角圖，認為犯罪事件之所以發生也是因為外部元素缺乏或脆弱所導

致；故針對內部三邊的三要素，再加入控制犯罪機會的外部三角之外圍三方。下列何者並非為此

外圍三方之一？

管理者（manager） 閱訊者（audience）

監督者（handler） 監控者（guardian）

16 臺灣警察機關中，主管犯罪預防之刑事警察局預防科，首度明文編制係在民國幾年？

 65 年  66 年  67 年  68 年

17 警政發展的過程中，從違警罰法走向社會秩序維護法，非常重要的一步是將人身自由的拘束，由

以下何者裁定？

地方檢察署 警察機關 法院 社區委員會

18 下列各項國內外警政方案，屬於社區警政的「動員」（指透過非警察人員和機構的協助，以資源整

合模式防制犯罪）的有：①165 反詐騙 APP ②社區巡守隊 ③詐騙電話白名單攔阻機制 ④點

數儲值帳號網路身分騙證機制

僅①③ 僅②④ 僅①②③ ①②③④

19 在減少酒駕的預防措施中，鼓勵餐廳提供代駕服務，是屬於情境犯罪預防的「消除藉口」當中的

那一項策略？

設立規則 協助守法 控制酒精 喚起良知

20 M. Felson 和 R.V. Clarke，在 1998 年提出之新機會理論的架構中，包含了下列那一個理論？

犯罪型態理論 差別強化理論 緊張犯罪理論 集體效能理論

21 內政部警政署推動的「治安風水師」，著重在預防何種犯罪？

家暴 性騷擾 竊盜 聚眾鬥毆

22 紐約市警察局局長 Howard Safir，提示電腦統計警政的「行動領導」原則，認為降低犯罪率有四

大有效步驟，下列何者為四大有效步驟之一？

內部課責（internal accountability）

組織彈性（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

有效的戰術（effective tactics）

創新的問題解決戰術（innovative problem-solving tactics）

23 黃富源教授曾經提出約會防暴須考量的「STOP 原則」，下列何者之敘述與「STOP 原則」不符？

“S”指安全 “T”指時間 “O”指場所 “P”指巡邏

24 R.V. Clarke 和 J. Eck 的犯罪分析六十步驟（Crime analysis for problem solvers： In 60 small steps），

以兩項指標評估警政策略處理犯罪問題的有效性，下列何者為其中一項指標？

見警率 警政策略的聚焦程度

建立夥伴關係 教育與諮詢

25 B. Bucqeroux 及 R. Trojanowicz 曾為主張建立警民合夥關係，共同預防犯罪的警察組織，提出所

謂的「九 P」定義，下列何者不在此「九 P」之中？

個人化 特定處所 授權 主動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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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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從事偵訊之目的為何？請就學理、規定及實務作法，說明司法

警察人員對「通知到場下之詢問」之偵訊性質及其效果。（25 分）

二、偵查人員偵辦殺人案件，從被害人屍體啟動調查，有關被害人各種證據

物之中，如何從身分確認進行辨識蒐證，查明犯罪事實？（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5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關於告訴乃論之罪之「告訴」，依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告訴人提出告訴時，應向受理告訴之司法警察官，指明所欲告訴之罪名，其告訴方屬適法
 6 個月之告訴期間，自犯罪行為發生時之翌日起算
被害人已死亡，其生前曾明確表示不欲提出告訴時，被害人之配偶不受被害人生前不欲提出告
訴之意思拘束，仍得獨立提出告訴
告訴人向受理告訴之司法警察官明確表示，僅欲對共犯中之某一特定共犯提出告訴，其所提告
訴之效力，仍及於全部共犯

2 路人甲於司法警察官乙、丙、丁依法執行路檢勤務時，當場辱罵乙、丙、丁為蠢蛋、米蟲、走狗。
乙、丙、丁因而以甲為侮辱公務員罪之現行犯加以逮捕。嗣經甲與多位地方賢達之求情，乙、丙、
丁亦認甲之犯行確屬輕微且頗有悔意，於製作完成警詢筆錄與完備證據保全程序後，欲讓甲離去。
依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得令甲自行離去，案件之卷證以函送方式移請檢察官處理
不得令甲自行離去，案件之卷證與甲應一律以解送方式移請檢察官處理
得經檢察官之許可，令甲自行離去，不予解送，案件之卷證以函送方式移請檢察官處理
得經檢察官之許可，案件之卷證以解送方式、甲以函送方式移請檢察官處理

3 司法警察官甲爲緝捕販毒之慣犯乙，乃偽裝成吸毒者，藉機與乙及乙長期販毒之對象丙、丁等人
熟識。嗣取得乙、丙、丁之信任後，甲向乙佯稱，欲向乙購買些許毒品自用，乙不疑有詐自其置
物櫃中取出毒品欲販售予甲。甲見機不可失，乃表明為司法警察官之身分與出示證明文件，並以
乙為販毒之現行犯加以逮捕。依據最高法院司法實務之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係實施合法之誘捕偵查 甲係實施合法之臥底偵查
甲係實施不合法之控制下交付 甲係實施不合法之隱藏身分偵查

4 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2 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關於本
項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係屬有關證據價值之規範 係屬有關證據能力之規範
係屬有關證據方法之規範 係屬有關證據調查程序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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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於證據法則，依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則上證據能力之判斷，由法院依自由心證主義判斷之

原則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由法院依證據排除法則判斷之

原則上證物之證據調查程序，應提示予當事人、辯護人等辨認之

原則上證據方法之判斷，由法院依當事人進行主義判斷之

6 甲、乙、丙三人共犯殺人罪，嗣為司法警察機關同時依被告身分將三人依法拘提到案。於警詢程

序中，甲自承殺人罪，並謂乙、丙亦同時全程參與共犯該起殺人罪。乙於警詢中供稱，殺人罪係

由甲、丙二人所為，渠並未參與該起殺人罪。丙於警詢中則供稱，該起殺人罪係由渠與甲二人所

為，乙僅係在場目擊殺人之案發經過，並未參與該起殺人罪。依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乙之警詢供述，對甲、丙而言，係屬傳聞證據

甲、乙、丙之警詢供述，均屬傳聞證據

甲之警詢供述，可作為乙犯罪之補強證據

丙之警詢供述，可作為甲犯罪之補強證據

7 關於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之 1 與第 205 條之 2 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鑑定人實施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之 1 之鑑定，應用檢察官、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核發之許可書

司法警察官實施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之 2 之強制採取處分，應用檢察官、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核

發之許可書

鑑定人因蒐集證據之必要，於被告抗拒時，得違反被告之意思，逕行使用強制力採集被告之血液

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形之必要，於被告抗拒時，得違反被告之意思，逕行使用強制力採集

被告之血液

8 甲為精神科的著名資深醫師，亦係某殺人案件之被告乙的精神科主治醫師，多年來定期為乙診治

乙的精神宿疾。檢察官為了解與判斷被告乙長期以來的精神狀態，以之作為起訴論罪與具體求刑

的重要依據之一，乃傳喚甲出庭陳述其過去多年來長期診治乙精神宿疾之狀況。依據刑事訴訟法

之規定與最高法院司法實務之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應適用關於鑑定人具結之程序

甲應適用關於證人具結之程序

甲係屬不得令其具結之人，毋庸行具結之程序

甲係屬得拒絕證言權人，毋庸行具結之程序

9 司法警察官甲因偵查犯罪之必要，欲對犯罪嫌疑人乙採取口腔內之黏膜組織，以資作為證據資料

使用。關於司法警察官甲對犯罪嫌疑人乙採取口腔內之黏膜組織，依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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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鑑定規定採集措施

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13 條之勘驗規定

10 偵查中之辯護人丙，於司法警察官甲詢問犯罪嫌疑人乙，製作乙之警詢筆錄時的權限，在不違反

偵查不公開原則及不影響偵查秩序者，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定，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丙得於警詢時以手寫方式札記警詢要點 丙得於警詢時在場陳述意見

丙得於警詢完畢後檢閱卷宗資料 丙得於警詢完畢後協助乙閱覽警詢筆錄

11 司法警察官甲因偵查槍擊犯罪之必要，需對犯罪嫌疑人乙所有之自用小客車實施車輛勘察採證。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刑事鑑識手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必要時得先逕行實施勘察採證，實施完畢後 3 日內陳報該管檢察官補行審查

如出於自願性同意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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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報請該管檢察官指揮實施勘察採證

原則上應用搜索票或鑑定許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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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司法警察官甲任職於某警察局之刑事警察大隊第一偵查隊，擔任刑事偵查員職務，因偵查網路詐

欺集團犯罪之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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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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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辦理通訊監察聲請案件，得由該第一偵查隊隊長從嚴審核決行後，備文逕向該管地方法院提

出聲請

甲辦理通訊監察聲請案件，得由該第一偵查隊隊長從嚴審核決行後，備文逕向該管檢察署提出

聲請

甲偵查之網路詐欺集團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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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犯罪嫌疑人甲涉嫌於高雄市新興區對乙實施強盜犯罪既遂。甲現居住於臺中市中區，平日於桃園

市龜山區工作，因其子女就學需要，乃將其戶籍地設於臺北市中山區。乙現居住於新北市林口區，

平日於基隆市仁愛區工作，戶籍地則設於臺南市麻豆區。乙於案發後向其友人丙哭訴，並在丙的

陪同下，向丙熟識之彰化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案。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警察偵查犯罪

手冊」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案件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管轄 案件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管轄

案件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管轄 案件由彰化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管轄

14 司法警察官甲、乙於執行巡邏勤務時發現，丙騎乘機車未熄火而於捷運站出口處臨時停車多時。

甲、乙認為丙見渠等接近時，行跡可疑、神情慌張，且身上散發出濃厚酒味，見狀似欲迅速騎車

離去。甲、乙為防止丙騎車離去，情急下乃舉槍喝阻，命丙立即停車接受檢查，急忙中甲發現丙

車之車前置物籃中有以透明拉鍊袋分裝數小包之可疑白色粉末狀物品，甲乃立即伸手至丙車之車

前置物籃中取得前揭透明拉鏈袋內之白色粉末物品。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甲伸手進入丙車之車前置物籃中取得透明拉鍊袋內之白色粉末，係屬違法搜索行為

甲伸手進入丙車之車前置物籃中取得透明拉鍊袋內之白色粉末，係屬附帶搜索行為，且因急迫

情形，得不使用搜索票

甲伸手進入丙車之車前置物籃中取得透明拉鍊袋內之白色粉末，係屬勘察採證行為，得不使用

搜索票

甲伸手進入丙車之車前置物籃中取得透明拉鍊袋內之白色粉末，係屬勘察採證行為，且因急迫

情形，得不使用搜索票

15 某日市民乙至司法警察機關，向執行勤務中之司法警察官甲表示，犯罪行為人丙日前當街於大庭

廣眾，眾目睽睽下，對其辱罵不雅之言詞與舉動，其欲對丙提出公然侮辱罪之告訴。關於司法警

察官甲於受理告訴後之移送遞解，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之「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全案尚未調查完畢，但乙已向該管檢察官提出告訴者，應將案件移送該管檢察官處理

全案已調查完畢，犯罪證據仍不明確，但乙堅持提出告訴者，應將案件移送該管檢察官處理

全案已調查完畢，但證據證明力薄弱，是否構成犯罪顯有疑義者，應將案件移送該管檢察官處理

全案已調查完畢，認有犯罪嫌疑者，應將案件移送該管檢察官處理

16 甲涉嫌詐欺，A 警局以通知書請甲到場說明。請問下列選任或指定辯護人之情形何者不合法？

甲已委任某律師為辯護人，並由該律師陪同他進入 A 警局

警詢筆錄製作到一半，甲表示要選任辯護人

甲已表示不需要辯護人，但甲之配偶不放心還是為其選任辯護人到警局

甲表示其為低收入戶無法選任辯護人，警員遂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

17 從美國回臺灣定居的甲，隻身外出旅遊，騎著新買的機車就上路了。但巡邏員警見其一路東張西

望，便將其攔下，請其出示身分證。但甲表示未帶身分證，懷疑其為通緝犯，遂直接強拉其上車，

帶回警局查證。請問警員此舉，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之意旨，違背下列那個原則？

罪疑惟輕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 比例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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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下列何者不屬於傳聞證據？

被害人警詢筆錄 被告警詢筆錄 車禍現場圖 搜索筆錄

19 警官甲帶隊持搜索票前往乙宅執行搜索，案由是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乙宅位於某大樓的

5 樓，進入乙宅後，歷經 3 個小時，一無所獲。但意外發現乙前陣子買下 6 樓，裝潢即將完成，

甲表示「參觀一下嘛！我也想買這個社區的房子耶！」，乙表示「不方便」，但整隊人馬已經上樓

並趁大門未上鎖，便直接進入「參觀」。果然在衣櫃抽屜發現兩把制式手槍、20 發子彈，遂全部

予以扣押。請問：上述所扣押之槍彈，有無證據能力？

因為所扣押之槍彈屬於違禁物品，故有絕對之證據能力

因為 5 樓、6 樓皆為乙所有之住宅，原搜索票效力仍及於 6 樓，故其所扣押之物仍有證據能力

因為搜索票僅記載 5 樓，且乙並無出於自願性之同意，屬於違背法定程序之搜索，其證據能力

之有無應由法院權衡之

因為甲佯稱「參觀」實為「搜索」，屬於不正方法所取得之證據，故無證據能力

20 檢察官將被告警詢時之自白（筆錄）提出於法院證明被告有罪，但被告抗辯該自白係出於刑求，

請問法院依法應如何調查？

法院以自由心證判斷是否可信，無須另為調查

應優先調查，並由檢察官證明該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

此顯已構成爭點，宜留待證據調查程序之最後再朗讀內容調查之

法院應立即命被告提出其遭刑求之證據以證明之

21 當事人向法院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若認為不必要者，得駁回聲請。所謂「不必要」，不包含下列

何種情形？

該證據顯然不具證明力者 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

待證事實已明確而無須再調查者 該證據事實上已不能調查者

22 偵辦網路犯罪案件，在執行電腦搜索、扣押時，下列那一項作為不妥？

應使被搜索人與電腦保持適當距離，避免刪除檔案或證據

得安裝適當程式至被搜索人之電腦，使證據蒐集較為快速

電腦檔案之證據應當場列印，並請被搜索人簽名捺印

扣押整套電腦設備（主機、螢幕、鍵盤、電源線等）為宜

23 對於證人之詢問，下列注意事項何者錯誤？

證人之通知書應一律以書面送達，不得以電話、傳真或口頭為之

若該證人與嫌疑人有三親等內血親之關係者，應告知得拒絕證言

應注意該證人是否有依「證人保護法」保護之必要

經以證人通知受詢問者，若認為有犯罪嫌疑，應告知相關權利並得其同意後，就犯罪事實重為

詢問

24 警察偵辦某竊盜案件，發現贓物之中除一般財物之外，還有一部挖土機，若無被害人報案，請問

該挖土機該如何扣押較為妥當？

仍應先隨案移送至地檢署，再由檢察官決定是否移至他處保管

大型贓證物以拍照存證並於搜索筆錄載明即可

應交與適當之第三人保管，並將保管單隨案移送

應請適當之第三人收購後，以該價金為扣押物

25 下列關於組織犯罪認定與偵辦之敘述，何者正確？

所謂「犯罪組織」以具有名稱、固定場所或分工明確等為必要

犯罪組織也包括為了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者

偵辦此類案件，尤應注意其財產及不法利得的來源及流向

若有檢舉人，其身分資料應妥善封存，並附入移送之文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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