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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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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文：（60 分）
一位名家的文章裏這麼寫道：「為什麼十年前路上的大石頭到現在還是大石頭？原因
無他，每個路過的人不認為這是他的事，也不相信自己能移動它。」這真是一針見血地
指出了我們大部分人的自私與怯懦。現在請以「我願、我能、我做」為題，作文一篇，
申述現代公民應有的心態與作為。

二、公文：（20 分）
試擬行政院致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函：針對暑假期間學生打工之勞動條件、環境，應予
以全面調查並加以督導改善，以維護青少年打工權益。
（勞動條件：勞動者與資方對工時、工資、休假、休息、醫療、安全衛生、撫卹等的
約定。亦作「工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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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作為現代人，要有公民意識、社會參與，每一個人也都必須試著扮演知識份子的角色，即使
只是在生活中的某一短暫的片段時刻。但是，正如西方一位女哲學家阿倫德（Hannah Arendt）所
說，我們這個時代，由於太重視行動，卻成了一個不思不想的時代。「不思不想」正是缺乏判斷
力的最大根源。沒有判斷力，一切「公民意識」、「社會參與」都變成了隨波逐流，依人的腳跟
而轉；只有形式，而無內容。（摘錄自：余英時〈商業社會中士人精神的再造〉）
上文作者想表達的旨意是：
公民意識和社會參與，是成為知識份子的首要條件
公民意識和社會參與能讓知識份子的思想更有內涵
培養判斷力可有助於知識份子獨立思考能力的建立
要有思想判斷力，就須減少花費在實際行動的時間
「竹」虛心、有節、色青的品性，在文學中常用來象徵人的品格襟抱。以下詩句中的竹，不屬於
此種用法的選項是：
多節本懷端直性，露青猶有歲寒心（劉禹錫〈酬元九侍御贈璧竹鞭長句〉）
離前吉夢成蘭兆，別後啼痕上竹生（駱賓王〈豔情代郭氏答盧照麟〉）
不用裁為鳴鳳管，不須裁作釣魚竿。千花百草凋零後，留向雪裏紛紛看（白居易〈題李次雲窗竹〉）
咬定青山不放鬆，立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北風（鄭燮〈竹石〉）
《孟子．梁惠王》：「梁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殺人以梃與刃有以異乎？』
曰：『無以異也。』『以刃與政有以異乎？』曰：『無以異也。』」下列社會案件的起因，與孟
子的中心思想吻合的選項是：
某賣場的地下停車場發生搶劫傷人案件，廠商因管理過失被起訴
一群青少年鬥毆，不論持棍打人，或持刀殺人，都被檢察官起訴
非洲某國政府採取種族隔離政策，導致族群仇殺，人民流離失所，引起舉世關注
某兇嫌因強盜殺人案件，被判處死刑定讞，因我國尚未廢除死刑，故已於今年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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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范文正公患諸路監司非人，視選簿有不可者，輒筆勾之。或謂：「一筆退一人，則是一家哭矣。」
公曰：「一家哭，其如一路哭何？」
根據上文，下列對范文正公的評論最適切的選項是：
心存百姓，視民如傷
果敢堅毅，當斷則斷
公正無私，賞罰分明
擇善去惡，趨吉避凶
閱讀下段文字，選出最符合本文意旨的選項。
一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要耐煩。」仕者唯唯。已而再囑三囑，
猶唯唯。及于四五，其人忿然怒曰：「君以我為呆子乎？只此二字，奈何言之數四？」厚友曰：
「我才多說兩次，爾遂發惱，輒為能耐煩，可乎？」
厚友不能「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仕者不耐煩，正因「知易行難」
仕者乃「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
子曰：「不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厚友有失言之病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
「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練紫之衣，狐白之裘，
此臣之所奢大也。《詩》云：『不躬不親，庶民不信。』君欲禁之，胡不自親乎？」桓公曰：
「善。」於是更制練帛之衣，大白之冠。一年而齊國儉也。
下列文句與本文意旨最不相關的選項是：
子帥以正，孰敢不正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風行草偃，從化無違
《論語．憲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荀子．勸學》：「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根據上述引文，孔子以古今區分
「學者」的特性，荀子更進而說明二者之異；則下列選項，何者敘述為是？
孔子以為當時的人皆為服務大眾而努力向學
荀子以為小人應學習如何獲取牲畜力求溫飽
孔子與荀子都認為古代學者具有自私的特性
孔子與荀子都認為讀書志在增進自己的學養
凡在官守，汩於詞訟，窘於財賦，困於朱墨，往往於閨門之內，類不暇察，至有子弟受人賂而不
知者。蓋子弟不能皆賢，或為吏輩誘以小利，至累及終身。昔王元規為河清縣軍民歌詠，以民吏
不識知縣兒為第一奇。蓋子弟當絕見客，勿出中門；仍嚴戒吏輩，不得與之交通，又時時密察之，
庶幾亡弊。不然，則禍起蕭牆矣。
根據上文對官守的論述，下列最適切的選項是：
須重視子弟的品德教育
應嚴戒子弟與民吏不得結識交遊，謹防賄賂
宜注意子弟間手足之情，勿內鬥而禍起蕭牆
「汩於詞訟，窘於財賦，困於朱墨」，謂其工作能力不佳
昔者，有「狐疑」之國，王忌其弟謀反而苦無稽焉。某日，一士自西方來，自謂能窺人之夢，以
伺心機。王遣之偵察其弟，果得叛變之夢，因以為據而殺之。復疑其弟魂魄為亂，懼而不能自解，
終癲狂而死。（顏崑陽〈窺夢人〉）
下列敘述最接近上文寓意的選項是：
疑鬼疑神，自取其咎
兄弟鬩牆，外禦其侮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戒慎恐懼，癲狂而亡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不當，四馬不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不當，反自傷也。
言出於己，不可止於人；行發於邇，不可止於遠。夫言行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
可不慎乎？」（《說苑．談叢》）
以上這段文字的主旨在說明：
言必信，行必果
謹言慎行的重要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民主政治貴在自由論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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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譯英：請將以下兩段中文翻譯成正確、通順、達意的英文句子。
為了安全起見，騎車請注意車速及交通規則。（5 分）
經多日的跟蹤，警方終於在汽車旅館尋獲大量毒品。（5 分）
二、英文作文：（15 分）
提示：請寫一篇文長約 200 字的短文說明警察應如何建立親和的形象。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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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我國現今有關領土變更之程序為何？
由立法院提出，國民大會複決之
由立法院提出，自由地區選舉人複決之
由國民大會提出，立法院複決之
直接由全體公民投票
依憲法規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而針對具有雙重國籍身分之國民，下列敘述何者是
正確的？
具有雙重國籍者不能擔任立法委員
我國不承認雙重國籍
具有雙重國籍者絕對不能擔任任何職務的公務員 對於具有雙重國籍者，政府可以限制其言論自由
下列何者非直轄市議會之職權？
接受人民請願
審議直轄市決算之審核報告
議決直轄市財產之處分
議決一級首長之人事案
依地方制度法第 14 條規定，下列何者不是地方自治團體之公法人？
省政府
直轄市
縣（市）
鄉（鎮、市）
依地方制度法第 77 條規定，中央與直轄市、縣（市）間，遇有權限爭議時，依據下列何者處理之？
由立法院院會議決之 由司法院解釋之
由行政院決定之
由總統調處之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保障政治參與權之對象，不包括下列何者？
原住民
僑居國外之國民
澎湖、金馬地區之人民 身心障礙者
依司法院釋字第 436 號解釋，下列有關軍事審判之敘述，何者錯誤？
軍人亦受憲法第 8 條正當程序之保障
軍事審判機關對於軍人之犯罪有專屬之審判權
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直接向普通法院以判決違背法令為理由請求救濟
軍事審判之建制，憲法未設明文規定，得以法律定之
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至少須年滿幾歲方符合縣長與省轄市長
之被選舉人資格？
 20 歲
 23 歲
 30 歲
 25 歲
警察機關於各公共場所裝設監視錄影器對路過行人車輛進行蒐錄，最主要涉及人民何種基本權利？
隱私權
身體不受侵犯權
名譽權
遷徙自由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憲法修正案應公告多久後，再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半年
下列何者不屬於憲法第 18 條應考試權之保障範圍？
大學入學考試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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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何者修憲時得予修改？
民主共和國原則
國民主權原則
權力分立原則
總統任期制度
關於民選公職人員之罷免，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就職未滿一年者，不得罷免
不分區立法委員得隨時罷免
罷免案得一案提議罷免多人
公務人員得為罷免案提議人
某甲現年 28 歲，則其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將因年齡限制，而未能登記為下列那一種公職人
員之候選人？
里長
區域立法委員
縣長
全國不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立法委員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我國已經不再進行以下何者之選舉？
國民大會代表
直轄市長
縣市長
鄉鎮市長
總統缺位時，應如何處理？
由行政院院長繼任，任期四年
由副總統繼任，任期四年
由行政院院長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
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
有關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罷免案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彈劾案須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
罷免案須經全體立法委員五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彈劾案提出後，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理
罷免案提出後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
基於下列何者，羈押被告憲法上權利之保障與一般人民所得享有者，原則上並無不同？
 無罪推定原則
秘密通訊自由
集會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
有關在國外持有效中華民國護照者，行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具有外國國籍者，不得為選舉人
得以通信方式投票，而無須返國投票
應在中央政府所在地投票所投票
須向戶政機關辦理選舉人登記後，始得投票
法院接受提審之聲請書狀，依法律之規定，認為無理由者，至遲應於幾小時內以裁定駁回之？
 24 小時
 36 小時
 48 小時
 72 小時
依憲法規定，有關國防部部長產生方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由總統直接任命之
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由行政院院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下列何者不符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資格？
 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繼續居住 4 個月
曾設籍 15 年以上
需有選舉人資格
年滿 40 歲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規定，行政院對於立法院之法律案或預算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循何種途
徑解決？
 請總統進行兩院爭議之調解
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行政院 10 日內，移請立法院覆議
逕移司法院解釋之
行政院應即接受立法院之決議並執行之
憲法保障之集會遊行自由，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室內之集會原則上應先申請許可
集會遊行應以和平方法為之
集會遊行可主張「共產主義」與「分裂國土」 法律得規定特定區域禁止集會遊行
有關警察實施臨檢之規定，依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執行場所之臨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
為了預防將來可能發生危害之公共場所，警察得逕予檢查、盤查
對人實施之臨檢，須以有相當理由足認其行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
臨檢原則上應於現場實施
依司法院釋字第 636 號解釋，檢肅流氓條例曾規定「法院審理之結果，認應交付感訓者，應為交付感訓
處分之裁定，但毋庸諭知其期間」，係屬違憲侵害人民何項權利？
 宗教自由
人身自由
言論自由
集會自由
有關立法院常會會期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每年 2 次，自行集會，必要時得延長之
每年 2 次，由總統咨請集會，必要時得延長之
每年 3 次，自行集會，不得延長
每年 3 次，由總統咨請集會，必要時得延長之
立法委員被視為我國國會議員，惟與英國內閣制國家之國會議員相較，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均須定期改選
均擁有倒閣權
均不可兼任官吏
均由人民直接選出
關於立法委員不受逮捕特權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立法委員在會期中享有不受逮捕特權
憲法保障立法委員不受逮捕特權乃是為防止司法機關及行政機關濫用逮捕權妨礙國會議員執行職務
立法委員在會期內如經立法院之許可仍可逮捕
立法委員在會期中如係現行犯仍不可逕予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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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公務員之懲戒，屬於下列何者之職權？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行政院
監察院
司法院
依憲法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法官為任期制
法官受懲戒處分，依法不得免職
法官受禁治產之宣告，依法得予免職
司法院基於業務需要，無法律之規定，即可將法官轉任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規定，由政黨依得票比率選出之全國不分區立法委員，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女比
例不得低於：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列何者是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理之？
 公務員違法失職案件
總統、副總統罷免案件
政黨違憲之解散案件
立法委員違反議事紀律案件
考試委員應如何產生？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行政院院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考試院院長提名，經公民投票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公民投票同意任命之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行政院院長如何產生？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任命之
由各部會首長及不管部會政務委員互選之
有關監察院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監察院就所掌事項，不得向立法院提出法律案 監察院之組織，以法律定之
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 監察委員不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行業務
依司法院釋字第 654 號解釋，若法律規定：「律師接見受羈押之被告時，應予以監聽、錄影。」請問此
條規定違反被告下列何項憲法基本權利之保障？
 言論自由
訴訟權
人身自由
思想自由
下列何者並無至立法院院會備詢之義務？
 考選部部長
法務部部長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
人民之罷免權在性質上係屬於下列何種權利之內容？
 自由權
受益權
參政權
言論權
依司法院釋字第 617 號解釋，性言論之表現與性資訊之流通，是否受憲法上對言論自由之保障？
 不論是否以營利為目的，皆受保障
非以營利為目的者為限，始受保障
屬低價值言論，故不予以保障
屬猥褻性言論，故不予以保障
Mary told the police that her purse was snatched on the street after she was struck on the head. Mary was a
.
victim of
 domestic violence
 sexual assault
 mugging
 pickpocket
Simply defined,
is information that has been analyzed and refined so that it is useful to policymakers in
making decisions—specifically, decisions about potential threats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instrument
 implementation
 improvement
at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led by a head prosecutor, is in charge of the investigation
The Office of
of corruption accusation against police officers.
 Inspectors
 Internal Affairs
 Investigators
 Personnel
or typing is sometimes called DNA fingerprinting because it allows police to identify an
DNA
individual in the same way as fingerprints do.
 sampling
 shifting
 profiling
 proliferating
functions, including records
Local police departments report using computers for a variety of
management, crime investigatio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dispatch.
 law enforcement
 finger printing
 money laundry
 cyber bullying
on the
The police advise the motorcyclist to have an external lock and have the engine numbers
motorcycle for greater protection.
 engulfed
 engrossed
 enhanced
 engraved
until proven guilty.
Even though Li Fei was caught red-handed at the scene of murder, he remains
 suspicious
 innocent
 incurable
 furious
Detective Wang: How much
do the kidnappers want?
Detective Lee: They want two million by tomorrow or they will kill the hostage.
 ranger
 rankle
 random
 ransom
When responding to a domestic violence case, the police can escort the victim to a
to ensure the
victim’s safety.
 safe haven
 safety net
 sagacity
 she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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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ck Obama is the 44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is the first African-American to hold the office,
while his predecessors are all
Americans.
 native
 Republican
 Caucasian
 Democratic
51 As a foreigner working in Taiwan, I need to apply for an ARC in order to stay here legally. The ARC is:
 Authorized Resident Certificate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Automated Resident Certificate
 Amateur Resident Certificate
hard objects such as guns, rocks, metals, etc. should not be
52 To preserve physiological fluids evidence,
frozen or refrigerated as subsequent condensation may dilute or otherwise impact the fluids evidence on them.
 smoldered
 forensic
 traumatic
 stained
for assaulting an
53 According to the police and procedure manual, in cases where a person is arrested or
on-duty or off-duty officer, a sworn supervisor of the rank of lieutenant or above shall be notified.
 prohibited
 obtained
 detained
 released
54 In all field situations where more than two officers are present, the senior officer of the first unit at the scene
shall be in charge until officially
.
 promoted
 relieved
 retired
 dismayed
55 Violent crime such as rape is very sensitive by nature and is thus often not reported to authorities for fear of
secondary
.
 prosecution
 forgery
 parole
 victimization
56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released by the crime prevention unit, vehicles thought to be stolen are often, in fact,
towed due to parking
or repossessed due to lack of payment.
 violations
 meters
 lots
 services
請回答第 57 題至第 60 題：
From the mid-1990s, “intelligence” has increasingly displaced “community” in policing discours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is has been the case since 1993 when the Audit Commission proposed a new policing model centered on
police-informant relationships. Since then, Chief Police Officers have adopted the language of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to describe police services. In essence,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involves linking together information from a
wide range of sources--from open source and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to that obtained covertly in order to build
up a composite picture. This will highlight links between people, objects, locations and events that are essential in
supporting the policing purposes described. Identifying these links enables decisions to be made about priorities and
resources needed to manage risk.
There was, however, a problem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1990s w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ce-led
and community policing remained unclear. The Home Office and Chief Police Officers touted both simultaneously. As
local police units were increasingly empowered to address local problems, Chief Police Officers were also touting an
intelligence-led approach that required police to develop and tap into local informant sources. These strategies
appeared disparate and even contradictory. The intelligence-led approach seemed appropriate for addressing major
cases involving drug trafficking or terrorism whereas many considered community policing to be appropriate for
addressing local issues. As a result, constables have generally sustained a reactive style inconsistent with either model.
It was not until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that the National Crimi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NCIS) proposed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Model (NIM)--a single intelligence-led approach at “nearly” all levels of policing. While there
has been some recent discussion of reintegrating community policing and the NIM through neighborhood safety
initiatives and the hiring of reassurance police officers in the past half-decade, community policing has taken a
secondary role to intelligence-led approaches.
57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 above?
 The United Kingdom attempts to introduce the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approach to the world.
 Linking together information from a wide range of sources is the key to successful policing.
 It is important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model and the community policing model.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dominant approach to polic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58 What does the pronoun “This” with underline refer to?
 The Chief Police Office
 The Audit Commission
 The adoption of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approach  The open source and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59 When was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introduced to the pol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round the year 2000.
 In the latter part of 1990s.
 In 1993.
 In 2010.
6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most likely reason for the constables to assume a reactive policing style?
 The authorities gave them confusing policies.
 They did not think the intelligence-led approach would work.
 They were already fully occupied with their policing responsibilities.
 There were too many levels in the chain of command.
50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考試名稱： 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10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類科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外事警察人員(選試日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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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 中華民國憲法與警察專業英文(試題代號：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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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1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等
類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科：行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外事警察人員（選試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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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境警察人員、警察法制人員、
行政管理人員
科
目：警察法規（包括警察法、行政執行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械使用條例、集
會遊行法、警察職權行使法、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
座號：
考試時間： 2 小時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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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請依警察法及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分別說明警察之職權為何？警察法第 9 條警察
職權之「警察命令」為何？並請舉例說明。（25 分）
二、舊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意圖營利與人姦、宿者」，「處
3 日以下拘留或新臺幣 3 萬元以下罰鍰」，此規定被大法官以何種理由宣告違憲？
新法修正為「從事性交易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下罰鍰」，與舊法相比新法處
罰之行為範圍有無變化？新法所謂「性交易」是否包含未遂？（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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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警察行為之法律救濟，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交通違規人對警察機關之處罰不服時，依民國 100 年 11 月修正規定，應向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提起行
政訴訟
不服行政執行斷水斷電措施，得向法院聲明異議
人民權益因警察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遭受損失，應於知有損失後 5 年內提出補償請求
警察人員因過失違法行使職權致侵害人民之權利，賠償機關得向該警察人員求償

2

下列何者非屬警察機關之職權管轄業務範圍？
對施用毒品者為強制戒治

犯罪預防與犯罪調查

行人交通違規之舉發與處罰

空襲防護、演習

代號：50140-50640
50840-51040
51240
51440-51540
頁次：4－2
3

4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地方政府得立法規劃從事性交易之區域及管理。該法制內容不包含下列何者？
性交易專區之距離限制

性交易服務者證照制度

性交易媒合廣告經營證照制度

性交易場所負責人資格限制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處罰、救濟與執行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沒入罰之執行，由警察機關依行政執行法規定辦理
被處罰人逾期未完納罰鍰，經聲請法院易以拘留裁定前死亡，警察機關仍得依行政執行法相關規定強
制執行
乙於甲家中賭博，警察應將乙移由法院簡易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處罰
妨害公務非屬社會秩序維護法分則編之違序種類

5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規定，無正當理由，跟追他人，經勸阻不聽者，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下罰鍰
或申誡。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該條旨在保護個人免於身心受傷害之身體權、個人資料自主權等多種權利
對記者跟追採訪行為之處罰，違反新聞自由權及比例原則
對於大眾所關切之名人八卦新聞，即使不具公益性，仍屬新聞採訪者跟追採訪之正當理由
該條應改以法院為裁罰機關，方符合正當法律程序原則

6

有關集會遊行活動之警察作為，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主管機關受理偶發性人民集會遊行之申請，其法定處理期限為 24 小時
在桃園機場出境大廳聚眾遊行，應由大園警察分局受理許可申請
集會不遵從解散及制止命令繼續舉行者，應處首謀者行政罰
聚眾活動未經許可，主管機關應先舉牌警告，不聽從警告者，得處以罰鍰

7

對於警察准駁集會遊行之救濟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申請集會遊行遭核駁，負責人不服，應依集會遊行法之規定，經核駁機關向其上級機關申復
警察分局於許可書上記明活動舉行前須至本分局繳驗集會場所使用同意書正本，負責人對此註記不服，
得單獨提起救濟
負責人不服分局廢止遊行許可，得依集會遊行法之規定，向其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負責人不服分局以違反集會遊行法為由之罰鍰處分，應向該管地方政府提起訴願

8

有關行政強制執行制度之內容，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行政執行法關於「行政執行處」之權責事項，自民國 101 年起改由「行政執行分署」管轄
行政執行官認義務人有管收必要者，應自拘提時起 24 小時內自行裁定管收
因管收而致一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義務人得向法院聲請停止管收
拘提、管收之聲請，應向行政法院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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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警械使用條例規定，警察人員依本條例規定合法使用警械，因致下列何者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
應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療費、慰撫金、補償金或喪葬費？
 相對人

10

責任人

第三人

代理人

有關警械使用管理法制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未經許可持有警銬者，應處罰鍰
警槍之使用時機，屬於法律保留之事項
警察合法使用警械致歹徒傷亡，政府應主動支付被害人慰撫金
人民經內政部許可即得使用警械

11

有關警械持有與使用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私人大樓保全員依自衛槍枝管理條例規定得申請持有防暴網
警察盤查遭拒，即得使用槍械
警察取締違規如遭抗拒，而有受到突襲之虞時，得依規定使用警械
警察人員使用警銬後，依規定不須向長官報告

12

甲經營視聽歌唱業，經警察查獲其僱用之店長乙於深夜凌晨 1 時放任 12 歲少年丙、丁、戊、己 4 人在包
廂內唱歌慶生。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得處罰何者？

13

14

 只罰甲

只罰乙

併罰甲及乙

共同處罰甲、乙、丙、丁、戊、己

依據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之規定，公務人員參與政治活動的限制，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不得介入黨政派系紛爭

不得加入政黨

不得兼任政治團體職務

不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警察詢問姓名、出生資料等或令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依此顯然無法查證身分
時，警察得採取許多必要措施並應符合法定程序，下列何者並非此必要措施或法定程序？

15

 得將人民移由地方法院檢察署審理

得將人民帶往警察勤務處所查證

帶往時非遇抗拒不得使用強制力

查證時間自攔停起，不得逾 3 小時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
採取必要措施。請問下列何者並非此法定措施之一？

16

 要求駕駛人出示相關證件

開啟後車箱並進行檢查

檢查引擎、車身號碼

要求駕駛人接受酒測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警察為下列何項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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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事案件處理

交通整理

防止危害或犯罪

執行搜索與扣押

代號：50140-5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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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依據集會遊行法規定，室外集會、遊行之負責人，於收受主管機關不予許可之通知後，其有不服者，應
於收受通知書之日起 2 日內以書面附具理由提出於原主管機關向其上級警察機關為何救濟程序？
 請願

18

19

20

申訴

申復

警察人員基於急迫需要，合理使用警械，應不得逾越必要程度，係下列何項原則之規定？
 信賴保護原則

不當聯結禁止原則

平等原則

比例原則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下列警察取得之資料何者原則上應於製作完成時起 1 年內銷毀？
 參與遊行者之現場活動資料

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所得之資料

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資料

公共場所監視錄影器所蒐集之資料

依據警察法規定，警察所為之命令或處分，如有違法或不當時，人民得依法訴請下列何種救濟？
 民事訴訟

21

訴願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行政救濟

立法院調查

依據行政執行法，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對執行命令、執行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利益之情事，
得於執行程序終結前，向執行機關為下列何項救濟程序？
 聲明異議

22

請願

陳述意見

聲請停止執行

依據行政執行法規定，義務人在符合一定要件下，行政執行處（或分署）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履
行，並得限制其住居。請問下列何者並非屬於此種法定要件？

23

 顯有履行義務之可能，故不履行

雖據實報告其財產狀況，然而財產儲存於國外

顯有逃匿之虞

於調查執行標的物時，對於執行人員拒絕陳述

甲男與乙女為夫妻，平日住在市區 10 層樓之一公寓，某日甲發現乙有婚外情，遂與乙發生嚴重爭吵。甲
表示要與乙離婚，惟乙不從，威脅要跳樓自殺，並已走到窗戶陽台，作狀要跳樓。甲遂打電話報警，當
地派出所警員丙隨即趕到現場，並好言相勸乙退回屋內以策安全。從上述情節，以警察法規觀點對警察
職權之論述，何者正確？
 基於警察公共原則，警員丙無權處理私人事務
基於危害防止任務分配，只有消防人員有權處理意圖自殺事件
基於警察即時強制原理，警察有權得對乙女採取管束措施
基於警察保護私權任務，警察有權勸阻夫妻離婚

24

某甲商店因違反相關營業法規，經乙主管機關勒令其歇業，惟甲並不從，仍繼續營業，之後遭乙機關斷
絕營業所必須之自來水與電力，此種措施之性質屬於：
 即時強制

25

間接強制

強制制裁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列何者非屬得減輕處罰之人？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人

滿 70 歲人

低收入戶者

瘖啞人

直接強制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考試名稱：

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警察資訊管理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行政警察人員、行政管理人員、公共安全人員、外事警察人員

類科名稱： (選試日語)、警察法制人員、交通警察人員電訊組、國境警察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刑事警察人員

科目名稱： 警察法規(包括警察法、行政執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械使用條例、集會遊行法、警
察職權行使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試題代號：4501)
題

數： 25題

標準答案：
題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A

C

C

A

A

C

B

A

題號 21 22 23 24 25
答案

A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B

C

D

C

D

A

C

B

C

B

A

B

D

D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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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1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等
類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科：行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外事警察人員（選試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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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號：
考試時間： 2 小時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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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你帶領一小隊警力前往某處執行搜索職棒簽賭案，現場供職棒簽賭的電腦及相關週
邊設備有網路伺服器 1 台、個人電腦 3 套、液晶螢幕 3 台、雷射印表機 1 台、數據
機 1 台、傳真機 3 台，及帳冊 2 本，請問你執行本案之搜索、扣押電腦及相關週邊
設備時，應注意那些事項？（20 分）
二、你是派出所所長，經派員探訪確認轄區內有一場所內裝設數十臺賭博電玩，現場有
人員負責把風以及多處逃竄門。你應如何規劃取締勤務？請就準備階段、執行階段
及結果處置三個階段敘述。（20 分）
三、忠孝大樓 6 樓的經理辦公室遭人侵入，竊走辦公桌抽屜內 3 萬元現金以及 1 台 MP3
隨身聽；經調閱現場監視器，失竊當晚 9 點鐘左右，該大樓清潔工甲曾出現在 6 樓，
但該時段他並未被安排到該樓層打掃；此外，案發隔天有證人曾看到甲帶著與失竊
外形相似的 MP3 隨身聽。試問：
你如何通知清潔工甲前來接受詢問？（2 分）
你在詢問甲之前，準備階段的工作為何？（5 分）
在詢問一開始，你應先詢問那些事項？（5 分）
詢問時你應告知那些事項？（8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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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公司工會為抗議公司不當裁員，影響員工生計，預定召集員工代表約百人於甲分局轄區之火車站前集
結，遊行至同警察局乙分局轄區之勞工局抗議，要求政府出面解決；你身為甲分局集會遊行業務承辦人，
活動負責人向你請教申請程序，請問下列何者正確？
直接向火車站所轄派出所提出申請，復轉甲分局再陳報警察局核定
分別向甲、乙分局提出申請，由甲、乙分局分別就轄區活動部分核定
直接向甲或乙分局提出全程活動之申請，由受理分局會知另一分局後核定
直接向甲、乙分局所隸屬之警察局提出申請，並由警察局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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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執行家戶訪查時，經屋主同意進入屋內，發現另有 3 名男子在場泡茶聊天，其中 2 名腰際間藏有手槍，
此時你應如何處置最為適當？

3

依照刑事訴訟法之規定立即實施逮捕

返所後立即依法定程序申請搜索票

為避免危險立即結束訪查而迅速離開

先行離開並立即通報請求支援後加以逮捕

你在人行道上徒步巡邏，突然有一位中年婦女非常焦急地向你報案，聲稱她的丈夫失蹤了，這時你該如
何處置？
立刻詢問她丈夫姓名，並打電話詢問附近醫院的急診處是否有此人
告訴該婦女回家等待 8 小時，若尚未回家，再到派出所報案
蒐集關於她丈夫的各項背景及特徵，以便緊急通報協尋
安撫該婦女，受理報案並徵詢是否同意公開查尋

4

藝人甲駕駛自用小客車行經交叉路口不小心撞擊行人乙受傷，甲立即向警察機關報案，你接獲通報前往
事故現場處理；你到達現場不宜採取下列那一種現場管制措施？

5

將現場狀況回報值班員警及勤務指揮中心

現場有死亡或生命危險者通知新聞媒體

需救護時通知消防救護機關

現場劃定管制區

派出所警員甲擔服交通稽查勤務，告發轄內檳榔攤違規設攤及勸導檳榔西施勿穿著火辣時，檳榔西施不
服取締當場對警破口大罵三字經之行為，甲乃以過肩摔將該檳榔西施摔倒在地成傷，被媒體大肆報導，
你是該所所長，下列何者處置作為不適當？
主動與檳榔攤業者協商並賠償受傷費用，達成和解避免事態擴大
提供資料給分局發言人，適時說明真相
報告上級長官及請示處理原則
澄清事實，協請媒體平衡報導，降低傷害

6

春節期間，民眾因不滿婆婆將住家作為打麻將場所，並由其負責提供麻將等器具及場地，藉以抽頭獲利，
遂而向派出所報案，經巡邏員警前往盤查，婆婆承認每桌抽頭金 1 小時為 100 元，朋友打麻將方式為每
底 300 元、每臺 100 元，你是當時巡邏員警應如何處置為宜？
 婆婆及其朋友均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予以移送
婆婆依違反刑法，朋友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分別予以移送
婆婆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移送，朋友不違法不予移送
婆婆及其朋友均依違反刑法予以移送

7

你獲報有一涉嫌殺人案件之通緝犯在偶像團體簽唱會出現，你率領一組警力前往逮捕，請問下列逮捕程
序何者正確？①搜身
 ①②③④

8

②帶回分駐（派出）所
①③②④

③確定身分

④製作通緝犯調查筆錄

②③①④

③①②④

甲逛街看到一部賓士新型跑車停放路邊，覺得礙眼；因車內無人，便持鑰匙趁機於該車側門刮劃破壞；
而這同時，路人乙與丙恰目睹甲的行為，二人遂合力抓住甲；乙另以行動電話撥打 110 報案，丙則搶下
鑰匙不讓甲離去。如果你是派出所主管接到通報，率員抵達現場時，發現三個人拉扯在一起，現場處置
何者錯誤？
警戒現場安全，查詢案發經過
丙提供之作案鑰匙，其黏附之油漆與被害車輛比對及拍照採證
檢視乙之行動電話通聯紀錄，核對 110 報案時間，還原案發情況
為免洩露乙丙之身分致遭報復，不需偵詢渠等筆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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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通警察進行事故現場勘查時，發現甲車在事故現場遺留有一組輪胎痕跡，經測繪攝影記錄保全，此一
輪胎痕跡證，最直接可以研判證明下列何種事件？
 甲車有煞車動作

10

甲車有爆胎現象

甲車行駛軌跡

甲車行駛速度

深夜 12 時，你率員隨同妨害婚姻案件報案人甲女，至其夫乙男之女友丙女住處，在場徵信人員指稱乙丙
二人尚在屋內嬉鬧。面對大門深鎖之情形，下列處理程序何者錯誤？
 按門鈴表明警察身分，說明案由請渠等配合辦案，及記錄開門時間並錄影音蒐證
深夜闢室獨處及嬉鬧聲，有事實足認係現行犯，為免湮滅證據，立即請鎖匠開門進入
請甲女打電話給其夫乙男，偽稱家裡發生重大事件，速回家處理，待開門時，再處理
因該址並非公共場所，為免有執法爭議，不宜強制進入，請渠等在外密候至開門，再通知前往處理

11

你是派出所所長，所屬員警在轄區實施家戶訪查時，遇到民宅有人在內，經敲門但未予回應，你應指導
員警如何處理？

12

 應依規定列為記事二人口

依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辦理

直接進行查訪

應暫緩實施訪查改以間接訪查方式為之

你於尖峰時段在交岔路口擔任交通指揮疏導勤務，遇到路口附近路段發生交通事故，導致車流回堵至該
交岔路口時，下列何種交通指揮疏導作為最恰當？
依路口回堵車流狀況，並通報勤務指揮中心，請求支援警力
於路口指揮往回堵方向之車流，管制其車輛並繼續保持前進
於路口指揮車輛改道，確保路口淨空，以維行車安全與順暢
以手操控號誌燈的方式，來控制回堵之車流，以利行車順暢

13

甲酒後躺臥在公園內，因保全人員乙驅趕，心生不悅竟對乙辱罵三字經，不願離去，乙遂報警處理。俟
巡邏制服員警丙丁到場處理時，甲又對員警言詞挑釁，警丙即按下隨身攜帶之錄音機蒐證且予勸阻勿妨
害公務，甲未理會仍持續對丙丁咆哮、辱罵三字經，員警丙丁遂合力逮捕甲回派出所。經通知甲之家人
到所了解案情後，渠家人即道歉，甲亦表悔意，請求原諒，你是該所主管會如何處置本案？
甲係酒後意識不清並無積極之故意，且亦有悔意，故尊重當事人丙丁意見，決定追訴或交家屬領回
為能還原案發經過，指派丙丁偵訊甲，以免甲辯稱警未先告知渠已妨害公務
報告分局長及指派非當事員警（丙丁除外）製作筆錄
既有保全員乙之證人筆錄及警丙丁之職務報告書，蒐證錄音帶即可不必附件陳報

14

你是偵查隊分隊長，率隊依法搜索竊盜通緝犯藏匿處所，搜索過程中你發現天花板有一上鎖之鐵門，疑
似可通向天花板之密室，屋主表示該門久未使用，鑰匙已遺失無法開啟，此時你應如何處理？
 請來鎖匠，開啟鐵門，執行搜索
請示檢察官並經同意後，請鎖匠開門，執行搜索
請示法官並經同意後，請鎖匠開門，執行搜索
繼續搜索其他房間，不搜索天花板上之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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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值班警員甲受理民眾乙電話報案稱遭到鄰居恐嚇，甲通報巡邏員警查看，經初步查證回報，乙係與鄰居
因停車發生口角，甲向乙解釋此尚不構成恐嚇罪，但乙堅持控告遭到恐嚇，甲應如何處理為宜？
製作報案證明單，並詳載於工作紀錄簿即可
製作報案證明單，陳報分局存檔備查
依規定製作筆錄，陳報分局函送地方法院檢察署
依規定製作筆錄，陳報分局存檔備查

16

警察局長於局務會報時，對近來員警執行巡邏簽章時之安全問題提出檢討，你是派出所所長，對於同仁
巡邏勤務簽巡邏表之安全，於勤前教育時應作何種指示？
 2 人巡邏簽章時，必須 2 人同時迅速的簽巡邏表
 2 部機車巡邏簽章時，必須一直並行到達簽章處
 1 人擔任警戒，另 1 人拿取巡邏表簽章
夜間到達巡邏點時，必須馬上簽巡邏表

17

你是分局偵查隊分隊長，轄區發現疑為單純意外死亡之屍體，經人指認其身分，但家屬一時無法自外地
趕回處理，檢察官指示先送殯儀館。經檢視死者身上有手錶及戒指各一，此時你應指示偵查佐如何處置
最恰當？

18

 拍照後取下保存，列保管清冊

留存在死者身上，供家屬指認

裝在屍袋內，一併送殯儀館

交縣市政府殯葬單位處理

有一機車駕駛人被不明車輛撞擊重傷送醫，肇事車輛逃逸，事故處理員警對此肇事逃逸案件之處理，除
了設法尋找目擊證人及仔細勘查、蒐證肇事逃逸車輛遺留的痕跡及散落物外，應即通知下列那一單位人
員協助？

19

 地區交通事故鑑定委員支援蒐證鑑定

刑事或鑑識人員支援蒐證

轄區分局長到場指揮蒐證

轄區交通（大）隊長到場指揮蒐證

你逮捕搶奪現行犯甲帶回派出所詢問時，其供稱係受乙之教唆而行搶，並由乙負責開車接應逃逸，你乃
依甲之供述於次日循線查獲乙及其車輛，此時你得對乙採取下列何種措施？
 逕行逮捕

20

逕行拘提

逕行傳喚

逕行羈押

甲向媒體投訴，因送病患緊急就醫在路口闖紅燈被交通警察攔下，其向警察說明並請求協助送醫，但該
員警仍予以告發；事經媒體報導，備受社會關注。你是交通分隊長，針對所屬員警發生此一事件，下列
作為何者優先？
 撤銷甲闖紅燈之告發單

要求媒體作平衡報導

查明事件的事實經過

立即向甲道歉並處分員警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考試名稱：

國境警察人員、刑事警察人員、警察法制人員、行政警察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警察資訊管理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

類科名稱： )、刑事鑑識人員、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行政管理人員、交通警察人員電訊組、外事警察人員(選試日語)、公共安全人員

科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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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代號：3501)
題

數： 20題

標準答案：
題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B

D

C

D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D

D

B

A

D

D

C

B

C

C

A

C

A

B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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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1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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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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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Clarke 於 1992 年提出情境犯罪預防的概念，並分為三大類犯罪預防策略；其後
Clarke 及 Cornish 於 2003 年再度提出五大類犯罪預防策略。試略述其演進過程及目
前五大類犯罪預防策略之內涵。（25 分）
二、試論 David Bayley 之研究中「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操作性定義中之
四項要件，簡稱：CAMPS 之意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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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機關於防範校園竊盜在實務上有「治安風水師」，目的在於利用環境設計預防犯罪，而 4D 策略即為
預防犯罪最佳策略，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嚇阻（Deter）：利用各種方式，打消竊盜犯之犯罪動機
丟棄（Discard）：丟棄以往迷思，積極營造犯罪預防
延遲（Delay）：延遲竊盜犯行竊的時間，增加其犯案風險
偵防（Detect-and-Prevent）：使用各種設備，預防和偵查犯罪

2

近年詐騙集團猖獗，無論是假借檢警身分、購物個資、網路購物、網路援交、求職詐騙、中獎投資詐騙、
家戶拜訪詐騙、假親友詐騙等新興型態的詐騙方式推陳出新。我國內政部警政署致力於防制詐騙被害以
及打擊詐騙集團，其相關作為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於民國 93 年成立「反詐騙諮詢專線」，並於民國 94 年更名為「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
專線主要工作係提供民眾線上即時協助與受理報案，並貫徹「一案到底」之精神，多方宣導，預防被
害發生
電信監理部分以雙卡認證（身分證、健保卡）、預付卡用戶管理、二類電信監管機制以及簡訊過濾機
制來做監控
民國 94 年與金融機構合作，限定金融卡非約定轉帳每日限額新臺幣 5 萬元以下，並於民國 95 年正式
啟動「183 防堵詐騙聯防機制」

代號：50170
頁次：4－2
3

民國 98 年 4 月 26 日，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與海峽兩岸關係協會第三次江陳會，簽署「海峽兩岸共
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協議」，此協議當中內容主要有共同打擊犯罪，送達司法文書，調查取證，認可
民事裁判及仲裁判斷，人道探視與接返受刑事裁判確定人等內容，其中針對共同打擊犯罪之部分，下列
敘述何者錯誤？
協緝刑事犯
共同打擊民眾所關切之重大犯罪，例如詐騙、人口販運……等
協助大陸簽署家庭暴力防治法等重大婦幼法律協定
刑事嫌疑犯將之遣返

4

警察對於釋放到社區的性侵害加害人之業務，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受理性侵害加害人定期辦理身分、就學、工作、車籍及其異動等資料之登記及報到
性侵害加害人有列入治安顧慮人口，其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天實施查訪，並對其進行社區輔導與治療
發現查訪之性侵害加害人不在戶籍地時，應查明及通知所在處所之警察機關協助查訪，其為行方不明
者，應通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協尋
實施查訪時，應注意避免影響查訪對象之工作及名譽

5

行政院自民國 94 年元月起推動「臺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六星係指推動社區改造運動的六個面向。其
中由內政部警政署、消防署及社會司所主辦的為「社區治安」，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推動社區治安工作，主要採取由上而下之操作模式
透過舉行社區治安會議找出治安死角，解決社區的治安問題
重點議題涵蓋「犯罪預防」、「社區防災」、「家暴防治」
召開社區治安會議工作，採「警察局、分局少辦，分駐（派出）所多辦」原則

6

紐約的街頭犯罪率持續下降，2010 年甚至還比 2009 年的犯罪率降低 2%。紐約前市長朱利安尼改善犯罪
率問題則從交通秩序著手，藉由取締交通違規，除有嚇阻作用外，還逮捕了小偷、盜匪以及通緝犯。並
且整頓地鐵，打擊看似微不足道卻影響生活品質的犯罪，如酒後駕車、無執照街頭攤販、街頭塗鴉、色
情生意等。下列那一個理論可驗證紐約市打擊犯罪的策略？
情境犯罪預防

7

克拉克理論

機會理論

破窗理論

日本警察制度之根基，亦是日本警察之所以優良的最大制度為下列何者？
日本警政採取獨特的交番與巡迴聯絡制度
日本警政採取獨特的分番與集散區域聯防制度
日本警政採取獨特的道路民警共同科技監控制度
日本警政採取獨特的偏遠地區社會福利與警政聯防制度

8

警察行使警察權時應嚴守私生活不可侵犯、私人住所不可侵犯以及不干涉民事法律關係等三大界限，此
部分歸屬於警察執法之界限當中之那種原則？
警察比例性原則

警察公共性原則

警察責任性原則

警察目的性原則

代號：50170
頁次：4－3
9

日常生活理論將犯罪事件的發生解釋為數種要件聚合的結果，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必須出現有動機的犯罪者
必須要有犯罪者所希望或想獲得的標的
標的與有動機之犯罪者須在相同時間出現在相同地點，並且在當時、當地缺乏監控或監控失效
缺乏監控或監控失效，主要是警察機關無編列相關預算所致

10

下列那些勤務活動不是達成警察任務之重要作法？
攻勢巡邏

11

立即反應

密集偵查

糾紛調解

警察防制少年犯罪政策之實踐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實施「春風專案」，加強查處少年聚集或深夜遊蕩行為，積極協尋少年逃學（家）、輟學，通知家長
管教及學校輔導
「春暉專案」主要在於輔導校園中輟學生，警察應協助校方查訪無故缺席未到學校上課的少年
依據「警察機關防處少年事件規範」，調查少年時應通知其父母或法定代理人或現在保護少年之人到
場，詢問少年時，應站在輔導關懷的立場，不可誘導使少年陷於錯誤
平時實施預防少年犯罪宣導，並於每年寒暑假及擴大宣導月等重點期間擴大辦理宣導活動

12

紐約市警察局所採用的 COMPSTAT 策略問題解決途徑有六個核心要素，下列說明何者正確？
組織彈性（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勤務規劃與執行的職責下放至分局及其外勤隊
內部課責（internal accountability）：為有效運作勤務業務，警察組織領導人要清楚界定組織任務
創新的問題解決戰術（innovative problem-solving tactics）：鼓勵警察運用理論、研究或觀摩所得，提出
創新作為
任務釐清（mission clarification）：為應付各地治安需求，賦予基層更廣大的裁量權

13

在警察政策執行上，Bardach（1977）認為某些情形將產生政策執行的反效果，不包括下列何者？
政策資源的分散

14

15

16

政策目標的偏離

政策機關的窘境

政策資源的集中

下列何者不屬於預防犯罪宣導之短期目標（促進全民參與預防犯罪）？
強化社區精神倫理規範

結合公益社會團體力量

籲請守法、崇法人士發揮力量

化解潛在犯罪者之不法動機

警察角色的實質意涵可從三個可觀察到的標的予以測量，下列何者不是屬於此測量標的之一？
警察的任務編組

警察所建構的價值觀

警察所設立之目標

發展出之警察策略

下列那一項不是促進警民合作之主要作法？
提高破案績效

取締交通違規

改善服務態度

排解民眾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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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政部民國 101 年年度施政計畫，下列何者不屬於「年度施政目標：精進警政治安作為，建構社區
安全環境」之子目標之一？
厚植鑑識暨防爆能量，協助維護司法正義
加強選舉安全維護，防杜暴力介入選舉，精實警察教育訓練，提升治安維護能力
建置防救災資訊分析平臺，強化災害應變機制
結合民間志工（保全、義警、民防等），保護婦幼及青少年安全，全力防制被害發生

18

日常活動被害理論（routine activity theory）提到，犯罪的發生需要在時空上有三個因素之聚合。情境犯罪
預防之技術「擴充監控」主要是針對那一個因素所設計？

19

足以遏止犯罪發生之抑制者

有能力及動機之犯罪人

合適的標的物

對危險之認知

目前針對性侵害加害人回歸社會，交付保護管束時，可佐以科技設備之監控，相關單位並建構出「性侵
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社區監督輔導網絡」。下列何者為警察在此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

20

21

聲請強制治療

促進檢察官召開社區監督輔導會議

建立性侵害加害人檔案及安排身心治療

回應網絡成員之請求，對性侵害加害人進行查訪

下列何者屬於「第三層次之犯罪預防」（tertiary prevention）？
高犯罪區域之分析

僱請私人保全

對犯罪者之逮捕、起訴、監禁及矯治

對高風險青少年之輔導

學者 Brantingham 提出「犯罪過程犯罪預防模式」，他認為犯罪活動可以分為三階段。下列何者不屬於此
三階段？
犯罪決意階段

22

犯罪脫逃階段

犯罪搜索階段

實際犯罪行為階段

下列何者不屬於「警察到達時間理論」（Time of Arrival of Police，簡稱 TAP）之主要內涵？
 TAP 是從犯罪發生的時間一直到警方逮捕犯罪人之時間為止
警察愈早到達犯罪現場，則逮捕犯罪人之機會愈大
當警方反應之時間愈短，歹徒侵入之時間愈長，則嚇阻犯罪之作用愈大
 TAP 可分成三個時程：獲知時間、報案時間、警察反應時間

23

24

25

預防搶奪犯罪之發生為警政工作之重點，下列何者不是預防搶奪犯罪發生之最重要措施？
裝設監視錄影系統（CCTV）

促請民眾外出結伴而行

鼓勵民眾積極反抗搶奪犯

建議民眾減少穿金戴銀

學者 Sherman 及 Berk（1984）曾對美國明尼亞波利警局進行家庭暴力研究之主要發現為何？
命令離開者嚇阻家暴再犯效果最佳

正式逮捕具嚇阻家暴效果

接受勸告者家暴再犯率最低

不予回應與家暴再犯無關

在防制詐欺（詐騙）犯罪上，警察未曾使用之主要措施為下列何者？
提供反詐騙諮詢專線

 ATM 自動提款機前站崗

加強防詐騙之媒體宣導

提高詐欺犯罪之懲處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考試名稱：

類科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
科目名稱： 警察政策與犯罪預防（試題代號：7501)
題

數： 25題

標準答案：
題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D

B

B

B

D

C

B

A

題號 21 22 23 24 25
答案

B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A

C

B

D

A

B

D

D

C

D

A

A

C

A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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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1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行政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學與警察勤務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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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Skolnick 是研究警察文化的重要學者，他認為警察工作特性造就了警察的組織文化
與工作性格（working personality）。Skolnick 認為警察工作有那些特性？什麼是警
察的工作性格？試論述其間關係。（25 分）
二、在民主政治體制下，行政中立是警察人員執法倫理必備條件，請論述一般警察人員
應遵守行政中立的基本態度與作為之要件。（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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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有關警勤區警員實施家戶訪查之作為，下列何者錯誤？
警勤區員警為指導家戶生活安全，得提供環境檢測評估服務
警察機關應製作警勤區員警聯繫卡或治安簡訊，以利聯繫
應依勤務分配表於日間為之，但與訪查對象約定者，不在此限
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規定，家戶訪查以座談會方式實施時，下列何者正確？
應以書面通知受訪查對象
座談會由分局長或副分局長親自主持
警勤區認為有必要時，得自行聯合其他警勤區辦理
得將訪查時間於七日前通知受訪查對象
下列何者是警察職權行使法所規定，警察得以實施身分查證及資料蒐集之職權？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查證身分時，應於晚間九時前為之，避免妨礙公共場所之營業
警察對於已發生或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行「檢查引擎、車身號碼
或其他足資識別之特徵」等措施
警察認有必要為防止犯罪，對於有事實足認為其有參與職業性、習慣性、集團性或組織性之犯罪，得
經分局長以上書面同意後，進行觀察或資料蒐集
警察對於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具體危害，而有對其執行非侵入性鑑識措施之必要者，得口頭或書面通知，
以強制力帶同到場，即時調查或執行鑑識措施
內政部警政署為強化警勤區效能及落實輔導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工作訂定警察勤務區勤務規範與警察
勤務區家戶訪查專責輔導執行要點，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分局每 6 個月召開警勤區家戶訪查工作等級審查會一次，由分局長主持會議，分局相關督導人員
與分駐（派出）所所長均應參加
警勤區員警對職務上應嚴守之秘密事項，應絕對保密，不得洩漏
勤區查察以個別查察為主，聯合查察為輔，就警勤區內實施面式訪查
警勤區員警執行家戶訪查工作之等級評列為丙級者，應列入專責輔導，輔導期間以每三個月為一期，
期滿檢討撤銷專責輔導或延長輔導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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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內政部警政署為激勵工作士氣，指導工作方法，維護工作紀律，考核工作績效，訂定下列何種規定？
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

警察機關強化勤業務紀律實施要點

警察機關辦理獎懲案件注意事項

警察人員功標年資標頒給及佩帶要點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所訂之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勤務督察（導）為各級業務主管及督察人員之責任
勤務督察區分為署、警察局、分局、派出所等四級
勤務督導分為駐區督導、機動督導（專案督導）及聯合督導等三類
各級督察人員應本負責之態度，對單位之成敗負完全責任

7

有關警察的教育訓練內容，下列的敘述何者正確？ ① 警察教育，分養成教育、進修教育、深造教育
②警察常年訓練區分為一般訓練和專案訓練 ③警察常年訓練一般訓練包括個人訓練、組合訓練、業務
訓練、幹部訓練及其他訓練 ④深造教育除中央警察大學各研究所依教育法令辦理外，還包括警正班、
分局長班、警監班
①②④

8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③

早期古典學派管理理論，認為警察組織較屬於官僚式的、機械式的結構，且認為其為金字塔式的組織結
構，因此，具有那些特色？①溝通管道順暢

②在上位者有一定的「控制幅度」的限制
④命令由上而下，報告由下而上

有單一指揮命令的管理者
②③④
9

10

①②③

①③④

③每一成員只

①②④

1968 年威爾森（J. Q. Wilson）從事警察工作型態的實證研究，將警察分為那三種型態？
執法者、服務者、管理者

執法者、服務者、看守人

社區管理者、鄰里管理者、專業管理者

社區警察、執法警察、服務警察

我國在 1998 年制定了亞洲第一部家庭暴力防治法，正式宣告法入家門時代的來臨，並且透過法律的規定
與執行，也建構了國內以被害人為中心的保護服務機制。有關警察機關於家庭暴力防治中的因應方式，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機關設置家庭暴力防治官，專責處理家庭暴力案件
警察局設置婦幼警察隊
內政部推動家庭暴力安全防護網計畫，內政部警政署據此於 2010 年 1 月 6 日函訂「家庭暴力加害人訪
查計畫」，藉此輔助家庭暴力安全防護網的建立，以及預防再犯
警察針對高危機的家庭暴力加害人進行訪查工作時，若加害人拒絕訪查，依法可處以罰鍰

11

依內政部警政署最新函頒修正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局每年實施家戶訪查總測驗二次
警察分局每六個月應實施警勤區員警家戶考詢二次
警察局督察長、分局長、副分局長、駐區督察（員）及戶口科（課）警務員以上人員，每人每月應以
督帶勤方式，指導抽訪一個以上警勤區
分局督察組及戶口業務組承辦人及巡官以上人員、所長及巡佐以上副所長，每人每月應以督帶勤方式
抽訪一個警勤區

12

依最新修正警察職權行使法及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對象增列竊盜、詐欺及妨害自由等三種類型，並刪除常業竊盜類型及與流氓有關的
規定，且將性侵害類型之名稱修正為妨害性自主
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個月實施查訪一次。其為受毒品戒治人者，每三個月實施查訪一次。
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數
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以緩刑、刑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後三年內為限
警勤區員警應隨時使用電腦核對治安顧慮人口等具有特別記事人口資料，於戶卡片目錄註記為記事 2，
並依相關規定次數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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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內政部警政署最新函頒修正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家戶訪查乃預防性勤務，警勤區員警應依據轄區治安狀況、地區特性等資料，預訂每月全盤計畫，使
家戶訪查工作能於二年內全面訪查一次
勤區查察簽出後三十分鐘、返所前二十分鐘內，應至村里長服務處所、警勤區內巡邏簽章表處所（二
處以上）巡簽
勤區查察除一般家戶訪查外，每月另應編排聯合查察至少二次，以聯合相鄰近之兩警勤區共同實施勤
區查察
新接任警勤區員警得於十四日內，免除部分共同勤務，每日編排四小時以上勤區查察勤務，俾使專心
從事社區警政工作，了解警勤區狀況，熟悉轄內居民動、靜態資料及建立警民關係

14

從理論上言，我國未來警察勤務的發展最主要內容為下列何項？
應注重基層員警的需求，採取加薪及減少工時的作法，以照顧基層同仁
應注重警察首長的需求，採取提高官階，以增進其工作成就感，並擁有決策權
應依據政治的決策，服從政府領導，以符合國家發展的方向
應注意外在環境的變化，以及各種趨勢的發展，採取彈性、合理、有效率的管理方式

15

下列有關破窗理論之敘述何者錯誤？
當社區環境開始出現衰敗，因為失序的印象已經產生，當地民眾或有關部門即使加以適時處理，一段
時間後，民眾的犯罪被害恐懼感仍然會逐漸上升
具有潛在犯罪動機之人感覺此處無人注意、關切或監控，可以大膽的做想做的事。當地違序狀態，逐
漸惡化
由於潛在犯罪人出沒頻繁，使得當地民眾更加不安、更加只注重自身安全、更加退縮，公共參與性大
幅減少，甚至連出入公共場所的時間也隨之減少
該社區以外的潛在犯罪人獲知該社區的情況，判斷在該社區從事非法行為被發現及取締的可能性很低，
所以逐漸由外地移往該社區

16

下列有關警察權概念之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權概念有時間的差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陸法系與海洋法系國家警察權的差異已逐漸減少且
趨近一致，並發展出「警察補充性原則」
警察權概念是廣義的，警察職權概念是實定法的；警察權的行使主體分散在各政府部門，警察職權的
行使主體為形式意義的警察機關
警察權限的概念指的就是警察權的橫向水平分配。另外，實務上並不存在純粹集權或分權的警察制度
裁量是為了填補立法空缺，是立法者賦予警察機關實現個案正義的工具。警察裁量即指警察機關在法
律授權範圍內，根據自己的意志和判斷作成決定的過程

17

下列警察臨檢掃蕩與犯罪轉移的相關敘述，何者最正確？①警察臨檢勤務，可以說是警察突然且大量的
出現，或進行執法活動

②根據許多臨檢實例的評估顯示，警察臨檢除了會將犯罪轉移至其他區域，也

會降低鄰近未實施臨檢區域的犯罪

③有效臨檢的要點是「短暫且難以預測」

④長時間的臨檢會弱化

臨檢的威嚇力量；相反的，短期臨檢反而在實施後會產生一種「殘餘威嚇力量」
①②③④
18

①③④

②③④

②③

依警察人員人事條例規定，警察人員有下列何種情形，應即停職？
公務人員考績法所定一次記二大過情事之一
涉嫌犯貪污罪、瀆職罪、強盜罪，經提起公訴於第一審判決前。但犯瀆職罪最重本刑三年以下有期徒
刑者，不在此限
假借職務上之權勢，意圖敲詐勒索，有具體事實，嚴重影響警譽
假借職務上之權勢，庇護竊盜、贓物、娼妓、賭博，有具體事實，嚴重影響警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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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視節目中有時能看到警察的負面風紀案件，顯示警察的倫理困境是存在的，其改善途徑主要有 4 種，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對有共識性的警察倫理議題，可透過公開對話的方式，尋求最大的共識，以避免「一人一把號，各吹
各的調」的歧異問題
警察人員內在倫理道德價值，可透過內省的方式，由個人到組織，或由組織到個人的兩種進路，而得
到充分的發展
警察人員將其所抱持的倫理價值觀，藉由各種管道（如向外界媒體爆料），向外去表達或與外在的人
員對話，屬於較為激烈的手段，運用時應審慎為之
警察人員將其組織所頒布的倫理守則，進行一種內省的檢討的過程，以利內化這些倫理守則，同時也
可以藉由經驗的分享，來修正不合時宜的倫理守則

20

下列有關領導理論之敘述何者正確？
領導理論的發展，依序由品格論、行為論、情境論，發展到轉換型的領導理論，對領導的意涵各有不
同的界定
以行為論為基礎的領導模式，又稱為「權變途徑」；以情境論為基礎的領導模式，又稱為「交易式領
導」的領導方式
轉換型領導由 3 個要素構成，分別是個別的關懷、精神的感召與心智的激發
若認同交易式與轉換型領導是截然不同的領導型態，則兩者的不同點在於前者強調組織漸進的變革；
而後者則強調組織激進的變革

21

下列有關警察任官資格取得條件之敘述何者正確？
高等考試二級考試或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二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警正二階任官資格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或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警正四階任官資格
普通考試或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警佐四階任官資格
初等考試或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五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警佐五階任官資格

22

下列警察意義的相關敘述，何者最正確？ ① 所謂警察的意義，乃在於闡明警察的本質、任務和手段
② 警察的本質係指以法令為依據的事實行為

③ 警察的任務就是警察的目的

④ 警察的手段係指以指

導、服務、強制為達成警察任務時所使用的方法
①②③④
23

①②③

①③④

②③④

受全球化的影響，我國警察組織當然無法自外於國際社會。我國目前雖然並非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
的成員，但我國有駐外警察聯絡官的機制，以因應國際警察合作的需求。截至目前為止，下列何處不是
我國駐外警察聯絡官的駐點？
越南

24

英國

南非

美國

下列有關世界各國警察歷史之敘述，何者錯誤？
日本警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兩個重要的改革措施，其中一個是統一於中央成立公安委員會，以防
政治力介入
英國於 1964 年的警察法通過後，確定了「三角權力關係」的結構，即內政部長、警察權力委員會與警
察首長
德國警察組織架構大致在 1918 年的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時代形成，基本上，德國警察的權限
在各邦，未及於下一行政層級
法國警察至今仍是雙軌制，即內政部所轄警政署及國防部所轄憲警系統

25

美國於 1920 年代末期揭開了警政專業化時期的序幕，及至 1950 年代及 1960 年代是專業化時期的高峰。
請問下列何者並非專業化時期的代表人物？
O. W. Wilson

A. Vollmer

J. E. Hoover

D. H. Bayley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考試名稱：

類科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
科目名稱： 警察學與警察勤務（試題代號：5501)
題

數： 25題

標準答案：
題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C

C

C

B

A

B

A

A

題號 21 22 23 24 25
答案

B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C

B

A

D

D

A

B

D

A

B

D

A

B

B

A

D

101年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代號：50160
101年 特 種 考 試 交 通 事 業 鐵 路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 行政警察人員
科
目： 偵查法學與犯罪偵查
考試時間： 2 小時

全一張
（正面）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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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檢調偵辦議員甲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例第 11 條第 1 項之罪，經法院依法核發通訊監察

書實施通訊監察，對甲所有之 0000000000 號行動電話予以監聽，乙持用甲之該門號行
動電話使用，因而讓檢調從中得知乙與甲涉嫌圖利供給賭場聚眾賭博。檢調依監聽內容
聲請搜索票，對甲服務處後面之鐵皮屋實施搜索、扣押，因而查獲賭具、麻將、賭場帳
冊與賭場日報表等。試問：檢調監聽過程所為監聽譯文可否證明甲、乙兩人成立賭博罪
之證據？上述搜扣有關賭博罪之證據有無證據能力？（25 分）
二、刑事訴訟法內「同意搜索」的法定要件及程序為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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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甲、乙、丙三人夥同丁前往丁家偷竊丁父財物，則下列何者較為正確？
丁父不能告丁，但可告甲、乙、丙三人
丁父若不告丁，則甲、乙、丙三人亦不必受追訴
丁父可告丁，亦可告甲、乙、丙三人
丁父若只告丁一人，則甲、乙、丙三人可不必受追訴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告訴乃論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多久內提出告訴，其告訴才不逾期？
1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1 年
重大或特殊刑案得成立專案小組，若設於內政部警政署則由何人為召集人？
署長
負責刑案之副署長
刑事警察局長
與刑案發生地相關之警察局長
竊盜標的為①保險箱櫃內財物被竊 5 萬元以上 ②失竊財物總值 50 萬元以上 ③汽車失竊 ④被竊人員係具外交身
分之外籍人員，但僅被竊 1 千元。則依警察偵查犯罪手冊屬重大刑案者，下列何者較為正確？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下列何者為典型縊死的自殺現象？①索溝由後頸往上成Ｕ字型 ②屍斑集中在整個臉部 ③兩腳離地 ④迷走神經被
擠壓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②④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告訴人不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理由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
10 日內委任律師提出理由狀，向下列何機關聲請交付審判？
該管第一審法院
最高法院檢察署
最高法院
該管第二審法院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中羈押期間，含延長羈押在內，最長期間為下列何者？
1 個月
2 個月
4 個月
6 個月
關於通緝犯何人可以逮捕？①任何人 ②檢察官 ③司法警察官 ④利害關係人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有關辯護人之選任，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偵查中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應以檢察官為限
偵查中選任辯護人每一犯罪嫌疑人最多選任兩人
偵查中選任的辯護人不以律師為限
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應提出委任書狀
司法警察詢問證人時，證人為犯罪嫌疑人之①曾祖父母 ②伯叔 ③表兄弟 ④嫂嫂，依法具有上述何種關係者，應
告知證人得拒絕證言？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為聾或啞或語言不通者得用通譯，但不得以文字訊問
訊問被告應全程連續錄音
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者，可於夜間詢問被告
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可以夜間詢問
有關證據能力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未依勘驗程序之勘驗，仍具有證據能力
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之證人，其證言具有證據能力
與待證事實並無關連性之證據，仍具有證據能力
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暴、脅迫等不正方法取得者，具有證據能力

（請接背面）

101年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代號：50160
101年 特 種 考 試 交 通 事 業 鐵 路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等
類
科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全一張
（背面）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科： 行政警察人員
目： 偵查法學與犯罪偵查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緩起訴期間最長為幾年？
5 年
3 年
2 年
1 年
有關電信詐騙犯罪，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反詐騙電話專線係 165
犯罪者係大陸地區人民，被害人係臺灣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被詐騙，依臺灣地區法律規定，臺灣地區無管轄權
偵辦電信犯罪之偵查主體係檢察官
犯罪者係臺灣地區人民，且在臺灣地區有住所，被害人係大陸地區人民，依臺灣地區法律規定，臺灣地區有管轄權
有關人口販運防制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人口販運被害人姓名、出生年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識別其身分之資料者，除法律另有
規定外，應予保密
中央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司法警察於調查人口販運案件，應注意人口販運被害人之人身安全，必要時應將被害人與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隔離
在中華民國領域外犯意圖營利，利用不當債務約束或他人不能、不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性交易者，不適
用人口販運防制法
刑事訴訟法有關偵查不公開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官除依法令或為維護公共利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不得公開揭露偵查中因執行職務知悉之事項
司法警察官不必遵守法令規定，得任意公開揭露偵查中因執行職務知悉之事項予媒體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得於檢察官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並得陳述意見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除依法令或為維護公共利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不得公開揭露偵查中因執行
職務知悉之事項
刑事訴訟法有關證據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被告之自白，不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不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
證人之個人意見或推測之詞，不必有任何條件或限制，均得作為證據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性騷擾防治法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不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行為者，有
刑事處罰
性騷擾防治法之中央主管機關係法務部
少年事件處理法所稱之少年係指 12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人
任何人不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少年保護事件或少年刑事案件之記事或照片，使閱者由該項資
料足以知悉其人為該保護事件受調查、審理之少年或該刑事案件之被告。違反者，由主管機關依法予以處分
刑事訴訟法有關搜索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抗拒搜索者，得用強制力搜索之。但不得逾必要之程度
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
搜索應保守秘密，並應注意受搜索人之名譽
旅店、飲食店或其他於夜間公眾可以出入之處所，雖在公開時間內者，亦不得於夜間執行搜索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執行機關於監察通訊後，應多久向檢察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或綜理國家情報
工作機關首長報告執行情形？
每週
每月
每季
每年
刑事訴訟法有關司法警察製作筆錄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筆錄應向受詢問人朗讀或令其閱覽，詢以記載有無錯誤
受詢問人請求將記載增、刪、變更者，應將其陳述附記於筆錄
犯罪嫌疑人有關詢問筆錄之製作人與詢問人一定係由同一人為之，而且沒有例外情形
筆錄應命受詢問人緊接其記載之末行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刑事訴訟法有關偵查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
檢察官實施偵查，得限期命檢察事務官、第 230 條之司法警察官或第 231 條之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
並提出報告。必要時，得將相關卷證一併發交
司法警察官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經拘提或逮捕者，不得解送該管檢察官
檢察官實施偵查，一定要先行傳訊被告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應命具結，但未滿幾歲之人，不得令其具結？
16 歲
18 歲
20 歲
23 歲
刑事訴訟法有關證據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者，無庸舉證
被告未經自白，又無證據，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斷其罪行
無證據能力、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不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公眾週知之事實，無庸舉證
刑事訴訟法有關證據章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證人具結前，應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
鑑定人，不得拘提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證人到場詢問
檢察官有權簽發鑑定留置票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考試名稱：

類科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
科目名稱： 偵查法學與犯罪偵查（試題代號：6501)
題

數： 25題

標準答案：
題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A

A

B

C

C

C

B

C

題號 21 22 23 24 25
答案

C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D

A

B

D

C

D

D

B

D

B

B

D

D

B

D

B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40110-40410 全一張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代號：60110-60410
（正面）
101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80110-81210
等
別： 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員級鐵路人員考試
類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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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作文與公文部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由左至右橫式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不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

一、作文：（60 分）
有一種人，會為自己的失敗作檢討，其目的在找出原因，避免重蹈覆轍；也有一種人，
在失敗時不願面對，而編造各式理由，文過飾非。前者的人生態度積極、光明；後者則
消極、灰暗，那一種人最後較有成就，不言而喻。試以「拒絕為自己找藉口」為題，作
文一篇，加以論述。

二、公文：（20 分）
最近酒駕肇事事件頻傳，經新聞媒體大幅報導，引發社會譁然，立委關切。試擬內政部
致警政署函，應嚴格取締酒駕並推動修法加重刑責，以保障國人行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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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梁實秋《雅舍談書》：「世界上的事物，本有許多是可以入詩，而同時就有一部分是不美
的，不美的當然是非詩的。於是詩人往往把一切自然人為的事物加以剪裁的工夫，而想像
就是他的武器。憑著想像，創作出美來，這是一切藝術美的原則，詩當然逃不出這個例去。
中國式的山水畫，寫意畫，之所以可貴，正是因為作者有了超絕的想像力，把實在的物質
的對象分析開了，依著藝術的安排重新綜合起來，成功一件超於現實
超於現象界的作
品。詩也是一樣的。」根據本文，作者說明詩與畫的藝術特徵，主要強調：
自然事物皆可入詩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作品靈異奇特之處
作者想像力的介入
直到我們有機會參觀鄰居的家，才另有所悟。他們家裏布置得很舒服，沙發夠大夠柔軟，
讓人忍不住慵懶一整個晚上；無比豪華的窗簾，把落地窗外的景色裹住不放，整個客廳都
是人為的質感。可是我們坐久了竟然有點鬱悶，好像坐在一個華麗的罐頭當中，才聊了一
陣子，所有的話語淤積在空氣裏，連呼吸都困難重重。足足悶了一個小時，兩尾沙丁魚終
於回到自己的家，才發現那是一片簡陋卻無比舒暢的海洋。（陳大為〈空洞〉）作者喜歡
的住居應該是：
臨近海岸
簡單寬敞
雍容大器
創意設計
舒國治〈我的舊台北導遊路線〉：「紛紜台北亂樓，人步行其間，有時走經莫名一巷，忽
見一樹，枝垂牆頭正是那式斜度，午後日影，暑中薰風，依稀是四十年前你兒時舊家形樣，
此一刻也，幾乎是如見故人，卻又是別過頭去，不忍睹也。屋擁屋棄，人世迭有代謝，不
必強求。台北街巷，散步便是，不可興睹物懷人，不宜嘆聚散離合。」本文中對於「人世
迭有代謝」的感嘆，也時見於古典詩文，下列何者最能表現此種情感？
莫見長安行樂處，空令歲月易蹉跎
坐處憂愁行處懶，別時容易見時難
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去來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

（請接背面）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40110-40410 全一張
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代號：60110-60410
（背面）
101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80110-81210
等
類
科

別： 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警察人員考試、員級鐵路人員考試
科： 各類別、各類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蘇軾〈水調歌頭〉：「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不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
離合，月有陰晴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里共嬋娟。」其中「轉朱閣，低綺戶，
照無眠」之主詞應為：
明月
蘇軾
青天
情人
「昔者，有饋魚於鄭相者，鄭相不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不受？」對曰：「吾
以嗜魚，故不受魚，受魚失祿，無以食魚。不受得祿，終身食魚。」（《說苑．節士》）
下列何者最適宜說明鄭相的心態表現？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釣而不綱，弋不射宿
淺嘗輒止，無欲則剛
潔身自愛，慮患深遠
許允婦是阮衛尉女，德如妹，奇醜。交禮竟，允無復入理，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
婦令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曰：「無憂，桓必勸入。」桓果
語許云：「阮家既嫁醜女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便回入內，既見婦，即欲出。
婦料其此出無復入理，便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
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行，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行以德為首。君好
色不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世說新語．賢媛》）根據本文，許允
婦展現出怎樣的性格？
咄咄逼人
忍氣吞聲
剛柔並濟
敏慧機智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澠池道中，有車載瓦甕，塞于隘路。屬天寒，冰雪峻滑，進退不得。日向暮，官私客旅隊，
鈴鐸數千，羅擁在後，無可奈何。有客劉頗者，揚鞭而至。問曰：「車中甕直幾錢？」答曰：
「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縑，立償之，命僮僕登車，斷其結絡，悉推甕于崖下。須臾，車輕
得進，噪而前。（李肇《國史補．澠池道中》）
文中「噪而前」是形容什麼情境？
歡喜
憤怒
爭取
搶奪
文中的劉頗是一個什麼樣的人？
當機立斷
樂善好施
耀武揚威
好自矜誇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子路問：「聞斯行諸？」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行之？」冉有問：「聞斯行諸？」
子曰：「聞斯行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行諸？』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聞斯行諸？』子曰：『聞斯行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論語．先進》）
上文中，公西華的困惑在於：
子路與冉有都向孔子提出相同的問題
子路與冉有都對孔子的回答感到滿意
孔子給予子路與冉有的回答內容不同
孔子未說明自己對子路與冉有的看法
根據上文，孔子對於弟子提出疑問所持的態度是：
納入弟子個性的考量後，予以回答
直接針對弟子問題難易，審慎回答
尊重弟子家中長輩意見，仔細回答
考慮弟子問題的優與劣，完整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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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何者在憲法中有明文規定？
國旗
國歌
國徽
國花
單純限制人民住居之範圍，可能會有何種人權侵害的問題？
出版自由權
遷徙自由權
言論自由權
財產權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3 項中，明定應對何者之政治參與特別予以保障？
僑居國外國民
勞工
軍人
身心障礙者
依憲法第 143 條之規定，土地價值非因施以勞力資本而增加者，應由國家徵收下列何種稅，歸人民共享之？
土地交易稅
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
土地契稅
多數人為了共同的主張或訴求而暫時集結於一定場所，表達意見之權利稱為：
集會的自由
結社的自由
通訊的自由
傳播的自由
對於議會已通過或否決的法案，由公民依一定之程序投票，以決定其存廢或修改之權，稱為何種權利？
創制權
複決權
選舉權
罷免權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414 號解釋，關於藥物廣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涉及財產權之保障
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利益之維護，應受較嚴格之規範
具商業上意見表達之性質
非言論自由保障的範圍
依憲法增修條文，有關大法官連任問題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大法官不得連任
大法官無連任限制
大法官僅得連任一次
大法官僅得連任二次
學生受到退學處分時，得請求行政救濟，主要係屬於憲法上何種權利之保障？
財產權
生存權
社會權
訴訟權
昔日政府取締「一貫道」的任何活動，甚至禁止其信徒聚會。請問這是國家權力主要對於下列那種人權的侵害？
居住自由
出版自由
信仰宗教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過去違警罰法部分條文、檢肅流氓條例部分條文及檢察官擁有羈押權等規定，曾被司法院解釋認為係違反何
項權利而宣告違憲？
人身自由
居住自由
生命權
財產權
依司法院釋字第 631 號解釋，司法警察基於辦案，而有需要監聽嫌犯、關係人的行動電話通訊時，應按照何
種程序，始符憲法第 12 條保障人民有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
司法警察取得嫌犯、關係人之最近親屬同意之後，即可佈線竊聽
司法警察申請上級機關許可後，即可佈線竊聽，惟以三個月為限
司法警察須向地方法院檢察官提出聲請，經檢察官衡量案情必要性之後，核發監聽票
司法警察須向地方法院法官提出聲請，經法官衡量案情必要性之後，核發監聽票
依司法院憲法解釋，下列關於言論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以廣播及電視方式表達意見受言論自由之保護
主張分裂國土之言論受言論自由之保護
商品廣告亦受言論自由之保護
性言論之發表不受言論自由之保護
下列人員中，何者非屬於司法院？
檢察官
大法官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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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司法院釋字第 479 號解釋，關於人民團體名稱的選定，主要係屬於憲法上所保障之何項自由權利？
財產自由
結社自由
人格自由
概括性的自由
依憲法之規定，國民若想要成為縣市議員之候選人，必須年滿幾歲？
十八歲
二十歲
二十一歲
二十三歲
下列何機關是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之規定，所設置的機關？
國防委員會
國防部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
國家安全會議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之規定，行政院移請立法院覆議之覆議案，如經立法委員決議維持原案，行政院院長
應如何處理？
辭職
接受該決議
再提覆議
呈請總統召開院際協調會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之規定，副總統缺位時，總統至遲應於幾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立法院補選？
半個月內
一個月內
二個月內
三個月內
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列何者非屬行政院院長之職權？
總統任命大法官、考試委員、監察委員之副署權
立法院通過行政院院長不信任案後，除應於十日內辭職，並得呈請總統解散立法院
立法院開會時，列席陳述意見
立法院開會時，答覆質詢
在目前，監察委員是由總統提名，經下列何者同意任命之？
司法院
立法院
直轄市議會
行政院會議
依司法院釋字第 461、498 號解釋，下列何者有應邀於立法院委員會備詢之義務？
行政院秘書長
監察院副院長
司法院院長
地方自治團體之行政人員
下列何者不受監察院之彈劾？
總統、副總統
地方公務人員
司法院人員
考試院人員
考試院院長如何產生？
由行政院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行政院提名，經總統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下列何者非屬憲法第 107 條規定，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事項？
教育制度
司法制度
航空、國道、國有鐵路、航政、郵政及電政
中央財政與國稅
books are changing traditional publishing models everywhere. In America and Britain, the rise of
electronic books is the cause.
Comic
Digital
Hardcover
Paperback
Internet security researchers warned that foreign policy and human rights Web sites are being booby-trapped by
.
hackers in what appears to be a
cyberespionage
delinquent
metamorphosis
photosynthesis
Public transport in Brussels was
for a fourth day after staff walked out to protest the death of a co-worker
in an assault.
besieged
distracted
paralyzed
reinforced
Two injured New York bicyclists accuse police of
investigation after traffic accidents.
efficient
inadequate
legitimate
sufficient
A crime is a serious offence such as murder or robbery. A punishment is a penalty imposed on somebody who
is
of a crime.
acquitted
convicted
deprived
reminded
Murder is considered a
and is punishable by life in prison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dilemma
felony
radical
squad
The policeman calls for
when he finds out that the drug-dealer is armed with a gun.
back-up
cellphone
make-up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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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uggling and arms-trafficking has been a long existing issue in Taiwan. Human-trafficking and its
,
prostitution, are increasingly hot problems in Taiwan.
counterpart
framework
inspection
supervisor
34 The City of Taipei
a CCTV system to assist the police to reduce the crime rate by deterring potential
offenders.
imported
inspected
installed
enrolled
35 Traffic
are in bright orange color, drawing the attention of drivers on the road. They are good for many
things, including training drivers how to park in tight spaces and reserving parking spots.
counters
cones
stickers
controllers
36 Suicide and
suicide calls are emergency calls. Firefighters and police officers 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get to the scen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ttended
attacked
attached
attempted
37 The capital police arrested two
and recovered an abducted businessman safely from their possession.
murderers
kidnappers
drug dealers
smugglers
38 Jemison police arrested Steve Robinson for trafficking marijuana and possession of cocaine. Considering his past
criminal history, Robinson will hopefully spend many years
bars.
before
on
behind
in
39 A: Is the FBI offering
for information leading to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ten most wanted fugitives?
B: Yes, it is.
rewards
rewords
refunds
revolvers
40 A: Why do you carry the portable radios on duty?
B: Portable radios enable two-way
between the officer and the department. They usually have a range that
is adequate to reach anywhere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jurisdiction.
cooperation
protection
connection
communication
41 Employees of the police department shall not
in personal business while on duty and shall avoid all
activities not relating directly to their departmental responsibilities.
enjoy
engulf
involve
engage
42 The teenager who allegedly killed a woman when driving under the
of alcohol was handcuffed and sent to
the prosecutor’s office.
influenza
influx
interference
influence
請回答第 43 題至第 46 題：
The Police Uniform: To Wear or Not Wear?
The police uniform with its attendant gun and badge is like a neon sign. When you walk into a room wearing a
uniform, attention is immediately drawn to you. The uniform communicates an immediate and powerful message:
authority, security, integrity, trust, safety—and to some, a threat. For some people the uniform has a very positive effect,
which allows you to establish an immediate rapport with many groups. Wearing your uniform sends a dual message that
you are serious about your topic and that your department supports you. It conveys to an audience that you know what the
options are and how best to handle a situation.
For others, the uniform can be intimidating. Some people are uncomfortable in the presence of authority, and the
uniform is a symbol of authority. A hostile audience has a tendency to talk to the uniform and not to the person in the
uniform. In such situations you might want to wear street clothes, which can convey several meanings. You can be all
business, wearing a suit. You can convey a more relaxed message with casual attire. (The Strategic Dressing chart
provides some general guidelines for using clothing to set a tone.) Each article of clothing worn for a specific situation
conveys a unique message about you as an officer and as a person. Repeated contact will let the community come to
know you more as a person who wears a uniform and less as a uniform with a person in it.
Strategic Dressing
To appear
Wear
Formal
Uniform or suit
Relaxed professional
Sport coat, no tie, sweater, slacks or dress
Casual
Golf shirt, button shirt, or blouse and slacks or skirt
Ready to play
Athletic clo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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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this guide aimed at?
Citizens.
Hotel managers.
Police officers.
Community leaders.
What message is NOT conveyed to an audience if you wear police uniform?
Integrity.
Safety.
Authority.
Peace and war.
What clothes should the commanding officers wear if they want to build trust to the hostile groups?
A tie.
A button shirt.
A uniform.
A business suit.
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is guideline?
How to communicate the right message to the public via internet
How to convey a certain message to the community by dressing properly
How to pay the usual price for the uniform
Where to buy the golf shirts and skirts

請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I can’t identify any popular literary trend that didn’t originate online,” says Jo Lusby of Penguin China. Although
e-readers are still scarce, the Internet has greatly affected reading habits. Chinese people increasingly read books on
phones, tablets and laptops. People under 30, who are most likely to own such devices, are the most avid readers, says
Eric Abrahamsen, a Beijing-based publishing consultant.
The result has been an outpouring of mass-market fiction, written (and read) on websites, not in print. Five years ago
Internet publishers were typically informal, back-room outfits, but Shanda, an online gaming company, seized the
commercial opportunity and now owns most of the literary sites. It sells subscriptions by the chapter or book, by the week
or month. Online novels start at around five yuan ($0.80) compared with 30 yuan for an average printed volume.
Some of the newly popular online genres, such as romance, exist everywhere. Others could be termed fi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me of this online material makes it into book form. Print sales, dominated by the country’s 580
state-owned publishing houses, are now worth 44 billion yuan ($7 billion), but growth has slowed from 10% a year in
2007 to around 5%, according to Yang Wei of OpenBook, a market-research firm. Like many online starts-ups, Shanda is
not yet making money out of Web books, although revenues are growing.
The Internet has also changed the way that books are promoted. China has relatively few bookshops so cultural
networking sites such as Douban.com have proved good at targeting new readers. Few writers make much money, online
or in print. The handful of stylish novelists who do have become celebrities. Han Han, a 29-year-old novelist turned
racing-car driver, has a popular blog. Mr. Han rose to fame cleverly tweaking the authorities without running foul of the
censors. Today’s edgy writers, such as Murong Xuecun, can steer around the censors with their online writing, then make
necessary cuts in their print editions. Most authors give the censors no trouble. They know where the line is drawn.
47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Book Censorship in China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ternet Censorship in China
How to Sell Books Online in China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ominates printing sales in China?
OpenBook
Penguin China
Shanda
State-owned Publishing Houses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Chinese readers increasingly read books on desktop computers.
The Internet changes not only people’s reading habits but the way books are promoted.
There are more than six hundred state-owned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Like many online companies, Shanda is beginning to make money out of its Web books.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E-readers are still the minorities in China.
Besides being a novelist, Han Han is also a racing-car driver.
Douban.com owns most the literary sites in China.
Most Chinese writers try to avoid censorship even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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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科

別：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科：行政警察人員
目：警察法規概要（包括警察法、行政執行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械使用條例、
集會遊行法、警察職權行使法、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
考試時間： 1 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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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共 50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1

2

「警察法」的法源是：
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例

內政部組織法

行政院組織法

憲法

張三有新生兒出生。根據衛生法令必須施打疫苗，但張三不忍小兒受苦堅拒施打疫苗，依行政執行法規定所
處之怠金為：
3 千元以上

3

4

7

使用警械人員所屬警察分局

使用警械人員所屬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

對法院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所做之裁定不服者，其救濟措施為提出：

9

申訴

抗告

再審

集會遊行負責人，不服主管機關不予許可之通知，此時依法得提出的救濟方式為：
行政訴訟

申復

聲明異議

從學理而言，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29 條所規定之表示異議，係：
取代訴願程序

取代行政訴訟程序

國家賠償之特例

訴願先行程序

根據行政執行法，義務人對執行命令與方法有疑義，此時對執行機關得提出的法定救濟方式為：
訴願

8

1 萬 5 千元以上

各該級政府

訴願
6

8 千元以上

警察人員根據警械使用條例使用警械，致第三人受傷時，其醫療費或慰撫金由下列何者負擔？

訴願
5

5 千元以上

行政訴訟

聲明異議

國家賠償

關於警械使用，下列何者不是警械使用條例明文規定的事項？
應基於急迫需要，合理使用

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人

使用前，應鳴槍示警

使用原因已消滅，應立即停止使用

對於行政執行法間接強制規定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包括代履行
包括怠金
依法令負有行為義務而不為，其行為能由他人代為履行者，執行機關得委託第三人代履行
包括罰鍰

10

關於行政執行法之管收，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管收期限，自管收之日起算，不得逾 3 個月
義務人所負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得因管收而免除
顯有逃匿之虞為聲請管收原因之一
義務人不服法院管收之裁定者，得於 10 日內提起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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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院對行政執行分署拘提義務人之聲請，應於：
5 日內裁定

12

14

18

19

20

命其提供擔保、限制住居

依法應拘禁之人脫逃時

警察人員之名譽受脅迫時

依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下列何種狀況，警察人員使用警械後，不必將經過情形報告其長官？
使用警刀制止

使用警棍指揮

使用警銬制止

一般性質之室外集會遊行之許可與否，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請書幾日內以書面通知負責人？
4 日內

5 日內

6 日內

國際機場

各級法院

下列何者與其週邊不是法律禁止集會遊行之地區？
監察院

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下列何者不是警察得進入人民住宅或建築物之法定事由？
人民生命遇有迫切危害

人民名譽遇有迫切危害

人民身體遇有迫切危害

人民財產遇有迫切危害

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下列何者，不屬得減輕處罰之法定事由？
出於過失違反本法者

教唆他人違反本法者

幫助他人違反本法者

年滿 70 歲者

集會遊行法所稱之主管機關為：
集會遊行所在地之警察分局

集會遊行所在地之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

各縣市政府

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下列何者不屬於治安顧慮人口所定之查訪對象？
偽造有價證券

21

禁止奢侈行為

警察人員所防衛之土地遭受脅迫時

總統府
17

逕行管收

騷動行為足以擾亂社會治安時

3 日內
16

7 日內裁定

依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下列何者不是使用警刀或槍械之時機？

使用警棍制止
15

24 小時內裁定

公法上負有金錢給付義務之人，經合法通知不到場者，行政執行分署依行政執行法之規定得：
逕行拘提

13

3 日內裁定

妨害自由

詐欺

妨害性自主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下列何者警察機關得對之進行觀察與動態掌握？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 6 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 1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 3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 5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22

23

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依警察職權行使法得以科技工具對人民無隱私合理期待行為，進行觀察之法定原因？
有事實足認其有參與連續性犯罪之虞

有事實足認其有參與習慣性犯罪之虞

有事實足認其有參與職業性犯罪之虞

有事實足認其有參與集團性犯罪之虞

關於警察職權行使，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職權行使法所稱之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為地區警察分局長以上之長官
警察行使職權，不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程度
警察行使職權，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並告知事由
警察機關對其他機關請求傳遞個人資料，應完全予以拒絕

24

25

根據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第 1 條規定，下列何者不屬其立法目的？
禁止公務人員參與政治活動

確保公務人員依法行政

確保公務人員執法公正

確保公務人員政治中立

下列何者不適用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中關於行政中立的規定？
市立國中校長

26

公立大學系主任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縣立國小導護媽媽

違警處分

協助偵查犯罪

下列警察職權中，何者性質屬於行政立法作用？
發布警察命令

使用警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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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關於社會秩序維護法性質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本法屬於預防犯罪之保安法規

本法採處罰法定主義

本法採從新從輕原則

本法採屬地主義

警察機關對情節輕微且事實明確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逕行處罰，以處新臺幣多少元以下者為限？
6 千元

29

31

6 日前

10 日前

15 日前

立法目的在保障人民集會、遊行之自由

寺廟屬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軍隊集體行進不屬於本法所稱之「集體行進」

海上聚眾活動亦有本法之適用

行政執行法所稱之直接強制方法，不包括下列何者在內？
註銷證照

執行搜索

解除占有

阻止犯罪發生

阻止危害發生

下列何者並非屬於「即時強制」之法定目的？
達成行政目的

33

1 千 5 百元

關於集會遊行法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拆除住宅
32

3 千元

一般性質之室外集會遊行，應由負責人填具申請書，最晚應於幾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3 日前

30

5 千元

避免急迫危險

下列有關行政執行法總則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執行人員於執行時，應對義務人出示足以證明身分之文件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依組織恆定原則，其組織得以規程定之
行政執行，除公法上金錢給付之執行外，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行政機關執行
行政執行，含即時強制、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行為或不行為義務之強制執行

34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人民查證身分之事由，不包括下列何者原因？
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
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財產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
有事實足認為防止他人生命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
合理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

35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2 條所列舉之警察法定職權，不包括下列何者？
鑑識身分

36

進入住宅

蒐集資料

命令解散

有關對直接強制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情況急迫，如不及時執行，顯難達成執行目的，得為執行
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來水，屬之
警察採取扣留危險物作為，屬之
經間接強制不能達成執行目的，得為執行

37

警察對應經過申請許可之集會，未經許可而擅自舉行之人，依集會遊行法規定得實施之作為，不包括下列何
者？
得予裁罰

38

39

40

得予制止

命令解散

得予警告

對於集會遊行法相關規範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主管機關，係指集會所在地之警察分局

集會遊行不得主張共產主義，違者不予許可

遊行，包括於巷弄之集體行進

集會，包括於室外公共場所舉行會議之活動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依法得予變賣扣留之物的原因？
照料所費過鉅

扣留期間逾 6 個月，無法返還所有人

持有有其困難

有價值重大減損之虞

對曾犯特定之罪者，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得予以列為治安顧慮人口為查訪；下列何者不屬該特定之罪範
圍？
恐嚇取財

詐欺

重傷害

妨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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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有關警察人員參與政治活動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不得介入黨政派系有關紛爭

得加入政黨但不得兼任政黨相關職務

不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職務

得兼任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

對於司法院釋字第 689 號對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解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 2 款規定，與法律明確性之原則不符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 2 款規定，在保護個人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 2 款規定，旨在保護個人資料自主權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 2 款規定，旨在保護個人之行動自由

43

44

對於「深夜遊蕩，行跡可疑，經詢無正當理由，不聽禁止而有危害安全之虞者」規範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其規定於分則妨害安寧秩序之處罰章

有危害安全之虞，屬不確定法律概念

法定罰處新臺幣 1 萬 2 千元以下罰鍰

其規定於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74 條

某日警察巡邏查獲某甲無正當理由，攜帶用於開啟門、窗之工具；警察人員對此案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應
如何處理？

45

由警察機關逕予裁罰

移送檢察機關予偵查起訴

移送地方法院簡易庭裁罰

移送高等行政法院裁罰

對於社會秩序維護法救濟規定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抗告期間為 5 日，自送達裁定之日起算
簡易庭認為聲明異議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原處分之警察機關認為聲明異議有理由者，應撤銷或變更其處分
聲明異議，應以書狀敘明理由，經原處分之警察機關向該管簡易庭為之

46

47

對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種類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沒入，屬處罰類別之一種

申誡，以書面或言詞為之

罰鍰，原則為新臺幣 3 百元以上，3 萬元以下

拘留，例外遇有依法加重時，合計不得逾 6 日

對於行政執行法之即時強制而致損失得請求補償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2 年內向執行機關請求
對損失補償之決定不服，得依法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
因執行致人民自由、財產、名譽遭受損失得請求損失補償
如不知有損失發生；已經過 5 年者，不得請求損失補償

48

某乙不服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所屬某分局所為之行政處分，其應向下列何者，提起訴願？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49

新北市政府

內政部

警政署

對有關警察法制之立法與執行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警察官規，包括警用器材之相關配備
警察官制，包括警察機關之編制標準
警察勤務制度，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行
警察官制、官規，由中央立法並執行，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行

50

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相關規定經司法院釋字第 666 號作出解釋；下列之敘述，何者不屬其解釋意旨？
性交易行為如何管制及應否處罰，並非立法裁量之範圍
行政罰形成差別待遇，須與立法目的間具有實質關聯，始與平等原則無違
實質平等，即要求本質上相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理
憲法第 7 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機械之形式上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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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張
（正面）

等
類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科： 行政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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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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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名早起運動民眾發現公園內有一只大型帆布袋，且已有血水滲出，兩名員警接獲報案

前往查看處理，抵達現場後，發現袋內確實有被肢解之屍體。你是帶班員警，應如何執
行現場保全與警戒工作？（20 分）
二、依某派出所勤務表，警員甲為 0 至 4 時值班勤務，警員乙為 2 至 4 時備勤及 4 至 8 時值

班勤務，約於 3 時 50 分派出所轄區發生車禍，乙隨即前往處理，逾 4 時乙仍未返所。
試述值班勤務之執行要領與警員甲之處置方式為何？（20 分）
三、曾有員警於市區道路執行車輛稽查取締勤務時，因攔車導致被衝撞致死意外，為避免此

類情況發生，你於執行路邊車輛稽查取締時，對於選擇安全之攔檢地點，應考量那些因
素？（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 20 題，每題 2 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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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抵達交通事故現場處理事故，遇到民眾或事故當事人，欲對肇事者採取暴力行為時，下列何者是你最應優先處理
的作為？
儘量向事故當事人說明事故發生的情形，以平息紛爭
立即制止民眾與事故當事人之暴力行為
以無線電通知相關單位，並迅速加派警力到場協助處理
繼續執行事故現場跡證蒐證工作，以確保當事人權益
你是派出所警員正在線上巡邏時，接獲勤務指揮中心通報民眾報案告知遭家暴，而其本身已有法院核發之保護令，你
到達現場後發現家暴加害人仍在現場，應採取何種作為？
徵詢雙方是否願意和解
徵詢被家暴對象是否要逮捕加害人
查訪案發現場有否目擊證人
立即逮捕加害人製作筆錄
你是警勤區警員，遇有治安顧慮人口某甲屢查不遇時，下列處理方式何者不宜？
向附近鄰居探詢甲是否居住該處及日常活動狀況
製作約定查訪通知單，設法與甲連繫約定查訪
多次查訪甲未遇，以空口（戶）通報戶政事務所
協請鄰長或熱心居民注意甲出入交通工具與在家休憩時間
外勞甲乙二人於 22 時，在超商竊取高梁酒乙瓶及涼麵二盒，派出所受理超商店員報案後，當場逮捕涉案外勞，帶回
派出所製作詢問筆錄，下列何者正確？
可通知辯護人，等候其到場時間不得逾 2 小時
甲反對夜間詢問，仍可就其人別進行查驗
由一名員警詢問及另一名製作筆錄，即可不必錄音
甲乙二人就案情互相推諉，甲請求與乙對質應予以拒絕
你是派出所警員於執行路檢勤務並架設錄影機錄影時，經攔查一部闖紅燈交通違規車輛，據該違規駕駛人聲稱肚子痛，
急著看醫生才會闖紅燈，且現場有民眾圍觀，你應如何處置？
不予掣單舉發，令其離去
掣單舉發後，令其離去
斥責後掣單舉發，令其離去
告知錄影查核身分逕行舉發
你是派出所警員擔服家戶訪查勤務，有民眾慌張向你報稱其女兒放學未歸不知去向，你受理案件時最不可能採取下列
何種處置？
主動徵詢報案人提供失蹤人照片及同意公開查詢等意願，並於筆錄內載明
立即輸入內政部警政署「失蹤人口暨身分不明者電腦網路系統」
應視需要通報查尋，並立即與內政部警政署身分不明檔實施比對，再將比對結果陳報內政部警政署
失蹤人口查尋案件，如涉及刑事，應立即通報刑事單位處理
派出所接獲民眾報案，發現單身甲女陳屍出租套房內，經調閱通聯，發現甲女與乙男有頻繁通話紀錄，且有證人稱乙
男於案發日與甲女曾發生激烈爭吵，警方依法通知犯罪嫌疑人乙男到場詢問，惟乙男無正當理由而不到場，下列做法
何者正確？
報請地方法院檢察署發布通緝令
報請地方法院發布通緝令
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
不經傳喚逕行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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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科： 行政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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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資深巡佐共同擔服巡邏勤務，該巡佐建議預簽所有巡邏箱，再找個地方休息。你雖不想違反勤務規定，但也怕得
罪該巡佐，此時你最適當的處置為何？
將該事件立即報告派出所所長
委婉建議巡佐依照勤務規定執勤
按照巡佐建議，提前預簽所有巡邏箱
告訴巡佐先去休息，你會處理好簽巡工作
你接獲勤務指揮中心通報處理 A3 類交通事故，趕赴現場後因雙方當事人未受傷，當場欲自行和解，表明不須警方處
理，下列何種處置最正確？
可免實施現場測繪、攝影等蒐證作為
可免製作調查報告表
可免製作談話紀錄
有明顯違規事實者，可免予以舉發
你值班時有民眾因住宅失竊親自到所報案，經你受理後，發現該住宅不是派出所的轄區，下列處理方式何者最佳？
為把握時效，立即通知備勤同仁，協助將報案人帶往管轄分駐（派出）所處理
應即製作報案筆錄，並於 24 小時內將筆錄及受理報案紀錄影本，陳報分局，由分局接續辦理
應即製作報案筆錄，通知管轄分駐（派出）所派員至本所接辦處理
應依文書處理作業相關規定掛號列管，並即函轉或傳真通報管轄分局處理
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時段，某投票所外 30 公尺內有人大聲喧嘩，影響投票進行，你是該投票所之警衛人員，該採取下
列何項作為？
逕予制止
逕予取締法辦
通知主任監察員予以制止
通知主任監察員予以處置
你正處理一件 A2 類事故，現場肇事車輛配備有行車錄影設備（通稱行車紀錄器），為釐清事故發生過程與責任，該
行車錄影設備之處置，下列何者不當？
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予以扣留
依行政執行法予以扣留
依刑事訴訟法予以扣押
應製給收據或證明文件
甲出租房屋給乙，乙因生意經營不佳，發生財務危機，已有 5 個月未繳房租。甲找乙洽談多次，但未有結果，憤而到
派出所報案，下列何者不是受理本案員警應提供民眾的解決方法？
建議甲可向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建議甲可向權責行政機關洽詢辦理，對乙提起刑事訴訟
警察機關不主動介入處理民事糾紛案件，建議甲可自行和解
警察機關不主動介入處理民事糾紛案件，建議甲可提起民事訴訟
槍擊案被害人甲送醫急救後暫時無生命危險，你接獲醫院通知，前往醫院詢問甲，針對甲製作筆錄時，下列原則何者
正確？
告知其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不得於夜間行之
一定要先發通知書，合法送達 24 小時後，始能詢問甲並製作筆錄
詢問時，得由配偶、醫師在場
你是分局偵查隊偵查員，為偵查慣竊之需要，擬遴選第三人協助蒐集資料，下列何者不正確？
應經該管警察局長或警察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如任務需要而從事違反法規之行為，報經核准後不予追究
不給予第三人任何名義及證明文件，亦不具警察之職權
蒐集工作結束後，應與該第三人終止合作關係
邇來發生多起員警執行交通稽查涉有不當追車，衍生執法爭議。下列何種情境不可尾追，以免駕駛人驚慌失控，發生
意外事故？
該車乘載有重大要犯
該車明顯事實有犯罪嫌疑
該車經「M-Police」查證顯示為贓車者
因闖紅燈之交通違規而逃逸者
你查獲施打海洛因案件嫌犯要採驗尿液時，下列何者正確？
採尿時可讓嫌犯攜入手提袋
尿液檢體分裝二瓶，每瓶須達 30 毫升
若尿液量不足時，可每隔 1 小時提供 750 毫升水，促進排尿
犯罪嫌疑人應於裝檢體容器外捺右大拇指指紋並封緘
你在交通繁忙之路口執行交通指揮勤務，當號誌轉換之際，你高舉右手指示各方車輛停車，此時有一小客車不聽從指
揮，仍強行通過路口，經吹哨制止仍不聽從，下列何種作為最恰當？
立即攔下該車，掣單舉發
通報勤務指揮中心攔查舉發
記下車號、車型，逕行舉發
立即攔下該車，實施勸導免予舉發
你是派出所警員，在夜店實施臨檢勤務時查獲毒品相關證物，現場有多名關係人，惟非全部人均坦承犯行，有部分嫌
疑人否認施用毒品，你對未坦承施用、持有毒品之人，如何處理最適當？
當場放行讓其離去
帶回製作筆錄並採集尿液送驗
逕以現行犯逮捕移送法辦
先行讓其離去，事後有需要再通知其到場
你是山地管制區派出所值班警員，剛從電視報導得知，中央氣象局已發布颱風形成預警訊息，不久即有數名民眾前來
申請要進入該轄山地特定管制區登山健行之入山許可，你該如何處置？
暫停核發入山許可證，以策安全
告知颱風預警消息，委婉勸導改期申請
請示所長是否得予許可
要求其務須攜帶 GPS 衛星定位儀或衛星電話等通訊設備，始予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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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民國 100 年 1 月 13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警察人員駕車安全考核實施要點」，警察人員駕車發生交通事故，
各級勤務指揮中心應即依處理單位填製員警發生交通事故紀錄（通報）單，應於多久內循勤務指揮中心系
統通報（初報）內政部警政署？
 1 小時
 2 小時
 12 小時
 24 小時
依民國 99 年 12 月 21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分駐（派出）所值宿勤務」相關原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各警察機關應依照警力數及治安、交通受理報案件數，將所屬分駐（派出）所區分為「非值宿所」與「值
宿所」2 類
「非值宿所」警力不足時，不得變更為值宿勤務，應調動其他分駐（派出）所警力支援
「值宿所」值宿時段，由分局長依據實際狀況律定
值宿勤務，應穿著整齊制服於值班臺旁歇息、依規定領用槍彈、駐地應保持適當明亮度、遇民眾報案時應
立即反應受理
依民國 99 年 3 月 15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下列何者非勤務督導規劃實施要項
之勤務死角時段？
用膳時間
黎明
黃昏
深夜
有關執行巡邏勤務，落實巡邏簽章安全，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2 部機車巡邏時，應一前一後，保持安全距離，由幹部或資深員警在前帶班
到達巡邏點時要馬上下車，應在周遭有安全顧慮範圍內巡邏一下，無安全顧慮後，由 1 名擔任警戒，另 1
名至巡邏箱拿取簽章表，簽巡邏表時應注意背後有無安全顧慮，簽好後將簽到表拿給警戒人員簽到，再換
先簽到的同仁擔任警戒
夜間到達巡邏點時，應持手電筒巡視周遭環境；確認無安全顧慮時再拿取簽到表
簽好巡邏表後，機巡時，1 名先上機車，另外 1 名擔任警戒；汽巡時，駕駛人員先上車，另外 1 名擔任警
戒，2 人不要同時上機、汽車
下列何者為執行值班勤務工作項目？①接受民眾問路 ②應勤簿冊之保管 ③應勤裝備之保養 ④平面、電
子媒體之監看 ⑤防情警報傳遞及警報器試轉
②④
③④
①②⑤
①③⑤
警察執行臨檢勤務時，著戴防彈衣及防彈頭盔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不著防彈衣、防彈頭盔；是否應著反光背心，由分局長視臨檢對象及治安狀況決定
一律著防彈衣；是否戴防彈頭盔，由分局長視臨檢對象及治安狀況決定
一律戴防彈頭盔；是否著防彈衣，由分局長視臨檢對象及治安狀況決定
是否著戴防彈衣及防彈頭盔，由分局長視臨檢對象及治安狀況決定
有關受理遺失物報案，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受理遺失物報案，均應進入「受理報案 e 化平台」作業，避免疏漏
遺失物如屬有價證券（股票、支票、匯票等）、臺胞證、身分證、信用卡、金融卡等，應告知或協助民眾
重新申辦等手續
受理大陸來臺旅客物品遺失報案時，應於「受理案件登記表」中「報案人」欄之「住址」欄位內註明其旅
臺時程，並請其陳明在臺代為領回者資料（如旅行社或在臺親友等），俾尋回物品後辦理發還事宜
受理遺失物報案，應將處理情形登記於員警工作紀錄簿
有關勤區查察執勤觀念及正確對應作為，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應注意服裝儀容及裝備之整齊與清潔
應依規定之訪查次數實施訪查
得不經受訪查人之同意及引導，進入民宅，以落實治安維護工作
應依規定設置查巡合一巡邏箱及落實巡簽
依民國 99 年 7 月 12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依「原則禁止，例外許可」之原則，採事前申准，事後報備方式，督飭各警察機關確實遵照辦理
警察人員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未經核准，禁止與治安顧慮人口、不良幫派分子、經營色情、賭博等特定對
象接觸交往
申請表得依申請者因公執行任務需要，臚列特定對象、執行期間及地點，一次填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申請
核准，免除多次報准之繁瑣手續。惟一張申請表之申請期限，以「1 個月」為上限
因緊急特殊情況來不及事先以接觸交往申請表提出申請，可將其必要性及急迫性之事由，即時以電話向警
察機關主管長官報准後實施；實施後，應於 12 小時內，將接觸交往經過填報接觸交往報告表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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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民國 99 年 1 月 20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各警察機關外勤女警配賦基本原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勤務項目及編排無分性別一體適用，落實性別平等，以破除外界特權及保護疑慮，導正外勤女警之派
任與執勤觀念
落實關懷員警，對於同仁因健康狀況不佳或遇有家庭上之育嬰、哺乳及養育等問題，工作項目或時段上須
做調整時，不分男、女警，等同關懷與協助，並依「外勤員警因健康狀況服勤原則」辦理，減少特權爭議
為免相對排擠原有男警員額，10 名員警中應有配賦 2 名女警，以 8：2 比例配置，即 8 名男警、2 名女警
為基本原則
各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若需配置女警時，其女性員額應配置 2 名以上為原則，以利女警在勤務運作及
日常生活上可互相扶助，符合人性考量
依民國 101 年 1 月 20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警察機關設置及巡簽巡邏箱實施要點」，設置巡邏箱地點擇定原
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設置巡邏箱位置，應注意適當性及明顯性
治安要點及交通衝要處所
居民較少、地處偏遠且道路崎嶇、地形開闊且未設守望崗處所
與其他分駐（派出）所交界地區之小道或建築物
有關警用巡邏車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之規定，得啟用警示燈及警鳴器，依法行使交通優先權之情形，不包括
下列何種情形？
搶救災難或重大事故，馳往現場
緝捕現行犯、逃犯
取締重大交通違規不服攔檢稽查，不立即制止，有危害交通安全之虞者
執行專案勤務、路檢及重點巡邏任務
有關勤前教育之實施，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員警參加勤前教育，其時間、人員應於勤務分配表上註記
熟記民意代表個資
最新治安狀況之分析、研判，檢討勤務規劃、執行及服務態度之得失
實作演練取締酒駕等常用執勤標準作業程序
警察職權行使法有關之「檢查」，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由當事人身體外部及所攜帶物品的外部觀察，並對其內容進行盤問，即一般學理上所稱的「目視檢查」，
僅能就目視所及範圍加以檢視
以手觸摸其身體衣服及所攜帶物品外部：相當於美國警察實務上所稱的「拍搜檢查」（Frisk）
警察在一般臨檢盤查時，可實施「目視檢查」及「拍搜檢查」
針對肇事逃逸車輛，請當事人自行開啟行李箱進行「目視檢查」，並對載運可疑物品之外部進行「拍搜檢
查」
警察依法取得之資料對警察之完成任務不再有幫助者，應予以註銷或銷毀。除法律另有特別規定者外，所蒐
集之資料，至遲應於資料製作完成時起，幾年內註銷或銷毀之？
1 年
3 年
5 年
10 年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2 條規定，下列何者非警察職權？
查證身分、鑑識身分
直接強制
搜索、扣押
物之扣留、保管
警察任務、業務、勤務三者相輔相成，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先有警察任務，而後訂出警察業務，警察勤務則係依據前者所實施之活動方式，其兼具事實行為與法律行
為的性質
任務是警察工作之目標（用）；業務係由任務所衍生之工作項目（體）；勤務是執行業務之方法（行）
警察勤務是警察業務的具體行動，警察任務是警察勤務之終極目的
警察勤務是警察機關為達成行政目的，本於警察行政權所為之行政行為
下列有關警察勤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梅可望先生認為外勤重於內勤、巡邏重於守望，為警察勤務基本原則
共同勤務由服勤人員按勤務分配表輪流交替互換實施之，並得視服勤人數及轄區情形，採用巡邏及其他方
式互換，但均以巡邏為主
聯合服勤時間各種勤務方式互換，應視警力及工作量之差異，每次二至四小時，遇有特殊情形，得縮短或
延伸之
實務上大致區分值班、守望、勤查為「守勢勤務」；備勤、巡邏、臨檢為「攻勢勤務」
有關「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依警察勤務條例第 11 條第 1 款規定訂定之
警察勤務區員警依本辦法執行家戶訪查及治安顧慮人口之訪查
警察機關應製作社區治安及為民服務意見表，載明有關訪詢犯罪預防、為民服務及社會治安調查等之需求
事項
家戶訪查，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不得逾越訪查目的之必要範圍
下列有關警勤區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警勤區員警執行勤務，非依法令規定或經住戶同意，不得擅自進入民宅或未經引導處所
勤區查察以聯合查察為主，個別訪查為輔
警勤區員警對職務上應嚴守之秘密事項，應絕對保密，不得洩漏
警勤區員警服勤時，應善用各種機制，主動蒐集治安情資，並即時防制，妥善處置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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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警勤區之劃設，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應考量整體情況，參酌警力分配、社區居民意見等要素，由警察分局定期檢討調整
應參酌區域別、金融機構、重要機關、學校、團體、特殊場所、特定營業場所等地區特性
應參酌最近 6 個月內每一警勤區所發生治安事故之統計數，包括重大及一般刑案、違法(規)案件等治安狀況
每年重新檢討劃設警勤區，並區分為「重要警勤區」或「一般警勤區」，陳報核定
於衝要地點或事故特多地區，設置崗位或劃定區域，由服勤人員在一定位置瞭望，擔任警戒、警衛、管制等
工作，為何種勤務方式？
巡邏
守望
勤區查察
備勤
下列有關警察勤務之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分駐（派出）所為勤務執行機構，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行及督導。其設置基準，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定之
直轄市、縣（市）警察機關，於都市人口稠密或郊區治安特殊區域，因應警察設備情況及警力需要，得集
中機動使用，免設分駐（派出）所
偏遠警勤區不能與其他警勤區聯合實施共同勤務者，應設警察駐在所，由員警單獨執行勤務
警察分局為勤務規劃監督機構及一般性勤務執行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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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警察勤務時間，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0 時至 5 時為深夜勤
20 時至 24 時為夜勤
6 時至 18 時為日勤
勤務交接時間，由警察分局定之
依警察法及其施行細則第 2 條規定，警察是法律執行者，下列何者為警察輔助任務之行政作用？
維持公共秩序
保護社會安全
防止一切危害
促進人民福利
警察勤務之裝備機具，按需要配備之，裝備機具配備標準，由何機關定之？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
內政部會同國防部
有關警察勤務條例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服勤時間之分配，以勤六、息六為原則，或採三班制等其他適合實際需要之時間分配
服勤人員每週連續輪休全日二次，遇有臨時事故得停止之；並得視治安狀況需要，在勤務機構待命服勤
服勤人員每日應有連續 8 小時之睡眠時間，深夜勤務以不超過 4 小時為度。但有特殊任務，得變更之
每日勤務時間為 8 小時，其起迄時間自 0 時起至 24 時止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期間，以刑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後 3 年內為限
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月實施查訪一次。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數
受毒品戒治人者，每 3 個月實施查訪一次。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數
行方不明者，應通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協尋
依民國 96 年 4 月 25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勤務規劃（編配）策進作為」，下列何者非屬得納入巡邏中實施？
臨檢
備勤
勤區查察
守望
下列何種編組人員非屬於各級勤務指揮中心均有之配置人員？
執勤官
執勤員
通訊員
110 受理員
為強化對於轄區出獄人口之掌握，警勤區員警初次接獲出獄人口通知後，應於幾日內過錄相關資料，分別依
記事一、記事二建卡列管？
3 日
6 日
7 日
15 日
依「警察機關拘捕留置人犯使用警銬應行注意要點」規定，拘捕對象和平接受拘捕後，以迄留置期間，是否
使用警銬，應審酌綜合判斷，下列何者錯誤？
所犯罪名之輕重
拘捕時之態度
人犯之年齡
人犯之身分地位
依「各級警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行注意要點」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於管轄區外執行搜索、逮捕、拘提時，應通報當地警察機關會同辦理
於管轄區外執行情報及探訪活動時，得免通報
警察局所屬分局員警越區至同一警察局其他分局轄區執行逮捕行動，得免通報
跨他警察局轄區執行逮捕行動時，應通報該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
有關刑案匿報、虛報、遲報之認定標準，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受理報案發現刑案未報，破案始報，發、破期間相隔 48 小時以上者，為匿報
普通刑案發生與破獲逾 24 小時填報刑案紀錄表者，為遲報
重大刑案發生與破獲逾 2 小時通報偵防中心暨內政部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者，為遲報
陳報偏頗不實者，為虛報
依「警察勤務條例」第 6 條規定，下列何種專業警察得配合警勤區劃分責任區？
交通警察
保安警察
外事警察
鐵路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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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下列對於警察依法對人民實施「管束」職權措施之敘述，何者錯誤？
遭遇人民抗拒管束措施時，於必要時得使用警銬
警察執行管束時，得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品
管束係警察為緊急救護人民或預防危害時，得行使之即時強制措施
警察依本法第 7 條欲將人民帶回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如民眾抗拒不配合，得引用第 20 條規定，使用警
銬，強制帶回
有關人民對警察之職權措施不服時得表示異議，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亦得表示異議
係警察職權措施之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於當場所為的簡便救濟方法
如當事人當場未請求執勤員警製作書面紀錄交付，於事後表明不服並要求補製作書面紀錄時，員警仍應立
即製作交付之
當事人有無表示異議，並不影響事後提出訴願的權利
有關「警察法」，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官職採分立制，其官等為警監、警正、警佐
保安警察遇有必要派往地方執行職務時，應受當地行政首長之指揮、監督
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由中央定之
警察所為之命令或處分，如有違法或不當時，人民得依法提請國家賠償
有關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執行家戶訪查時，遇有民眾對於警察身分有疑義時，應出示警察服務證證明身分
執行家戶訪查遇有民眾報案時，應依單一窗口作業規定予以受理報案，並依單一窗口作業規定等相關規定
辦理
勤區查察以家戶訪查方式實施，服勤時間得斟酌勞逸情形每日編排 2 至 4 小時
警勤區警力缺額達 1 年未能派補時，分局應於 1 個月內重新辦理警勤區劃分
下列何者非屬於警察法所稱之警察官規事項？
警察官等
警察俸給
警察職務等階
警察編制
依民國 101 年 3 月 16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警察機關勤前教育實施規定」，有關基層勤前教育規定，下列敘
述何者錯誤？
實施時間以不超過 30 分鐘為度，其起迄時間，由各警察機關自行規定
實施單位實有人數（不包括主管）在 7 人以上者，應逐日實施；6 人以下，3 人以上者，隔日實施
山地、離島等勤務執行機構勤務單純者，得不拘形式，每週實施 2 次
勤前教育紀錄簿內每次施教內容，員警均應傳閱並於傳閱欄內簽章
依民國 101 年 3 月 16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警察機關勤前教育實施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無故不舉行或不參加勤前教育者，劣蹟註記
勤前教育紀錄簿無故未依規定記錄達 5 次以上者，申誡
勤前教育紀錄簿無故未依規定記錄達 3 次以下者，劣蹟註記
勤務手冊無故未依規定過錄達 5 次以上者，申誡
依民國 100 年 4 月 2 日修正公布之「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5 條條文，下列何者非應定期查訪之治安顧慮人
口對象？
曾犯詐欺罪者
曾犯竊盜罪者
受毒品戒治人
列入感訓處分之流氓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下列何者非警察得採行之「即時強制」措施？
管束
扣押
扣留
暫時驅離
SARA 模式最屬於下列何種現代警政理論之核心?
社區警政
問題導向警政
破窗理論
第三造警政
依民國 100 年 4 月 15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警察受理民眾報案精進作為」，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勤區員警接獲本轄或他轄受理「失蹤人口」報案通報後，應於 3 日內前往訪問關懷家屬
刑事案件發生後逾 10 日未破者，應派員實施慰問
告訴乃論案件，除有正當理由外，於 3 個月內辦理移送
受理單純汽車失竊案，除有正當理由且不可抗力因素外，含查證時間內以不超過 2 小時為原則，完成所有
報案程序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警察依法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相關資料，應經何人核准後，方得實施？
警察局局長或警察分局分局長
警察局局長或刑警大隊大隊長
警察分局分局長或偵查隊隊長
警察局局長或副局長
警察依事實足認集會遊行或其他公共活動參與者之行為，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虞時，於該活動期間，
得蒐集參與者活動資料，該項資料為調查犯罪或其他違法行為，而有保存必要之資料，至遲應於資料製作
完成時起多久內銷毀？
3 個月
6 個月
1 年
3 年
下列何者非「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6 條授權得實施查證身分的場所？
營業中的理容院
供住宿休息的賓館房間內
卡拉 OK 小吃店
車站大廳
依民國 100 年 10 月 14 日內政部警政署頒「端正警察風紀實施規定」，考核種類共分四類，下列何者不屬之？
平時考核
專案考核
年中考核
定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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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理論，何者可以解釋「被害人在旅館遭到性侵害，經過現場勘察，在旅館房間內發現歹徒使用衛生紙，
檢驗衛生紙發現歹徒精液，經由精液 DNA 比對得知歹徒身分，偵破刑案」的過程？
地毯理論
四面向連結理論
過濾理論
DNA 理論
下列關於初抵犯罪現場員警應有作為之敘述，何者正確？
初抵犯罪現場員警，發現有正燃燒中的香菸，為維持香菸原始長度，應立即將香菸熄滅
初抵犯罪現場員警，發現犯嫌受有重傷，應先詢明案發情形後，再行送醫
初抵犯罪現場員警，因警力不足，可初步封鎖小範圍區域，待鑑識人員到場後，再擴大封鎖範圍
初抵犯罪現場員警，遇有民眾提供犯嫌的特徵或使用機車之車號及車型，立即通報勤務指揮中心，執行攔
截圍捕
實施被害人指認犯罪嫌疑人，下列何者正確？
被害人不得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
被指認之數人在外形不得有重大差異
不得告知指認者，犯嫌可能不在被指認人之中
不得以照片指認代替真人指認
刑案移送書類，下列何者正確？
通緝犯無另犯他罪者，用通緝案件移送書
同一案件有成年犯與少年犯者，統一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
持有、吸食毒品案件，應多人一案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
士兵喪失現役軍人身分後之犯罪，應移送軍法機關
7 歳以上未滿 12 歳之人，有觸犯刑罰法令行為者，如何處理？
移送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
移送該管地方法院
移送該管少年法院
行為不罰不得移送
依刑事訴訟法第 76 條，犯罪嫌疑人因犯罪嫌疑重大，得不經傳喚逕行拘提，下列何者不包括在內？
無一定之住所或居所者
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串共犯或證人之虞者
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 3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某女由臺北市中山區搭乘計程車時，上車後即由司機以開山刀脅迫捆綁後，逕自載至萬華區強盜財物，再至
大同區水門一帶之空屋性侵害得逞，某女乃向其戶籍地之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案。試問此案應負
責本案主要偵辦工作之警察機關為：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下列關於涉外案件處理的敘述，何者正確？
如認有必要進入使領館或享有外交豁免權之駐華外國、國際機構或享有外交豁免權之使領館人員之住宅
者，為免有湮滅證據、勾串共犯之虞，得不經使領館館長或當事人之同意，予以逕行進入
發現涉外刑事案件，應先控制、保持現場或為必要處置後，立即會同外事警察人員偵辦，並指派適當人員
擔任通譯工作
發現享有外交豁免權之外國大使、公使、使領館人員等涉有犯罪嫌疑者，仍有檢警共用 24 小時的限制，
應予即時訊問、搜索、扣押、逮捕等強制作為
依法逮捕或拘提之一般外國人，於逮捕、拘提、收容或羈押後，應即時通知其本國駐華使領館或駐華機構；
遇有當事人明示反對通知者，仍應通知
刑案報告程序，下列何者錯誤？
分駐（派出）所受理報案，應立即通報分局
分局受理刑案，應立即報告分局主管
警察局受理刑案，應立即報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分局受理刑案，應轉報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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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何者為重大竊盜案件？
失竊物總值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竊案
竊盜保險箱財物總值新臺幣 5 萬元以上竊案
汽車竊盜案件
外籍外交官住宅竊盜案件
下列引號「」內之物證類型，何者僅具有類化功能？
車禍案件之現場「碎玻璃」的成分分析
性侵害案件之女性被害人內褲上的可疑「精液」的 DNA 型別分析
槍擊案件現場的「彈頭」的紋線分析
住宅竊盜案件現場的可疑「指紋」的特徵點分析
性侵害案件之女性被害人身體採證，由誰負責？
受理單位女性員警
支援偵訊女性員警
鑑識單位女性員警
責任醫院醫護人員
下列關於偵查人員應用行動電話通聯紀錄於犯罪偵查的敘述，何者正確？
香港行動電話門號在國內漫遊使用時，偵查人員無法調閱該行動電話門號之通聯紀錄
可從行動電話通聯紀錄中，了解使用者的簡訊文字內容
歹徒使用行動電話最常出現的基地臺位址，即為歹徒的住居所
可以行動電話序號（IMEI 碼）反查通聯紀錄，分析歹徒更換後的行動電話門號
刑案現場處理人員，誰負責觀察圍觀群眾可疑動靜，蒐集有利破案之情報線索？
警戒人員
調查人員
現場指揮官
勘察人員
刑案證物保存，下列何者正確？
採取唾液棉棒應即封緘，避免腐敗
尿液檢體應裝入 1 瓶，至少 60 毫升
彈頭、彈殼應分別包裝，避免碰撞
各級毒品統一包裝稱重，避免遺失
下列關於刑案現場保全之敘述，何者錯誤？
封鎖刑案現場時，應派員於封鎖線外警戒
撤離刑案現場之人，均應逐一登記姓名、住址、聯絡方式
救護傷患時，應儘量避免破壞現場痕跡，如確屬無法避免時，應為必要之記錄
若有易受風吹、雨淋、日曬破壞之跡證，現場封鎖警戒人員應等待鑑識人員到場後，主動協助以帳篷、雨
棚等遮蔽保護之
跟蹤監視，下列何者正確？
跟蹤為固定觀察，目的在發現對象不法行為
監視為動態觀察，目的在了解對象活動情形
必要時，跟蹤、監視得配合實施之
監視有徒步、徒步與車輛、車輛及海陸空監視法
執行電腦搜索、扣押應注意事項，何者正確？
電腦設有密碼時，為能立即檢視檔案，應讓受搜索人自行輸入密碼
扣押個人電腦僅查扣主機即可，至於螢幕、鍵盤及電源線為不重要物品，不需查扣
為破解電腦密碼，偵查人員應安裝或拷貝破解密碼程式、檔案至受搜索人電腦中
搜索對象如為學校，應會同該校主任秘書或相當職務人員執行之，搜索時應注意態度與技巧
偵查實務中，常以行動電話通聯紀錄之基地臺位址與方向角，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可能居住所或活動點，請問
行動電話之基地臺，每一座基地臺有幾個方向角？角度為幾度？
3 個、120 度
4 個、90 度
5 個、72 度
6 個、60 度
通訊監察之重罪原則，係指觸犯最輕本刑為幾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1 年
3 年
5 年
7 年
逕行搜索，下列何者正確？
指司法警察持搜索票，搜索住宅
適用檢察官，不適用於司法警察
有事實足認現行犯在內者，得實施之
應於實施後 24 小時內，陳報該管法院
犯罪嫌疑人表示已選任辯護人者，等候辯護人到場時間，自通知時起，不得逾幾小時？
1 小時
2 小時
3 小時
4 小時
刑案移送與函送地方法院檢察署，下列何者正確？
全案調查完畢認有犯罪嫌疑者，應用函送
檢察官命令移送者，應用函送
證據不明確被害人堅提告訴者，應用移送
告訴乃論之罪，經撤回告訴者，應用函送
刑案現場勘察採證，下列何者正確？
重大刑案現場由偵查隊長擔任現場指揮官
普通刑案由派出所主管負責現場調查、勘察
車輛採證，除有急迫情形或當事人同意外，應用搜索票
現場人員應區分成查訪組與勘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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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三於甲警察分局轄內被殺，逃至乙警察分局轄內，因流血過多死於路旁，經路人向乙警察分局報案，應由
何分局偵辦？
甲警察分局
乙警察分局
由上級警察局指定
由內政部警政署指定
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2 條規定，偵查人員實施通訊監察期間，認有繼續監察之必要者，應附具體理由，
至遲於期間屆滿多久前，提出聲請？
12 小時
1 日
2 日
3 日
下列何者，不是刑案現場記錄的方法？
錄影
筆錄
筆記
測繪
下列何者，不是確認證人證言真假的方法？
複式查證
交叉查證
實地查證
剖繪查證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料時，應查核事項，何者不屬之？
第三人經濟能力
第三人忠誠度及信賴度
第三人工作及生活背景
第三人合作意願及動機
下列最符合作案手法（Modus Operandi）概念的選項為：
性侵害犯要求被害人扮演特定角色，並要求被害人與其相互對話
住宅竊盜犯於行竊時，在犯罪現場內開啟冰箱並拿取飲料食用
殺人犯在殺害被害人後，將被害人擺成特定姿勢
機車搶奪犯尾隨剛領取大筆現金之被害人，直至人潮較少的地點始下手行搶
以現場觀察、分析結果、偵查所得、科學鑑定及其他資料進行可能的邏輯推理，以分析可能案發經過，此過
程稱之為：
犯罪剖繪
犯罪現場重建
四面向連接原則
偵查管理
下列何者為拘提對象？
無正當理由拒不到場證人
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及時發覺者
被追呼為犯罪人者
持有兇器、贓物顯可疑為犯罪人者
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 2 條所稱犯罪組織，係指多少人以上有內部管理結構，以犯罪為宗旨從事犯罪活動之組
織？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新興詐欺犯罪集團分工細緻，其中俗稱「車手」是指：
收購人頭電話之人
收購人頭帳戶之人
持人頭帳戶提款卡至 ATM 提款之人
與被害人電話聯繫之人
物證是犯罪現場的重要資訊，可以提供偵查人員重要的犯罪偵查線索。其中於命案現場中常見之「血液噴濺
痕」或車禍現場中常見之「輪胎或煞車痕」，最符合下列何類證物的特性？
型態性證物
移轉性證物
短暫性證物
關聯性證物
下列選項何者最符物證督導鍊（chain of custody）的精神？
證物採取、包裝、封緘、送驗均應符合法律程序
連結物證、現場、被害人、犯罪人等四者間的關係
犯罪偵查過程包括犯罪發生、調查蒐證、傳喚緝捕犯嫌、移送法辦、起訴定罪等五大過程
案件要成功偵破，需有現場、物證、人證、運氣等四大支柱
甲住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轄內，某日至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轄內下游廠商收取貨款後，手機接
獲歹徒電話，歹徒冒充甲之好友，謊稱家有變故急需新臺幣 10 萬元應急，甲未查證即至淡水分局轄內某郵
局，匯款新臺幣 10 萬元至歹徒提供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轄內某郵局帳戶，事後甲發現被騙，向警
方報案，經查該帳戶開戶人戶籍地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轄區，本案應由何分局偵辦？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
在擄人勒贖案件中，常發生人質與歹徒爭吵後，導致歹徒殺害人質的情境，該情境稱為：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巴黎症候群
慕尼黑症候群
倫敦症候群
下列何者非屬刑事訴訟法規定之強制辯護案件？
未滿 18 歲之人所犯案件
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
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
最輕本刑為 3 年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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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現場封鎖範圍原則以三道封鎖線（分別為內、中、外三層）為準，必要時得實施交
通管制。若遇有媒體採訪時，應將媒體採訪區設於何處？
內層封鎖線內
內層封鎖線外、中層封鎖線內
中層封鎖線外、外層封鎖線內
外層封鎖線外
指紋是指手指末稍關節指面上之凹凸紋路，依據紋型的不同，基本上可依其形狀分為箕形、斗形及弧形類等
三大類（其中又細分為八種紋型）。請問下列所示指紋紋型名稱為：
弧形紋
斗形紋
正箕紋
囊形紋

下列關於偵查責任的敘述，何者正確？
遇有特殊刑案，由警政署署長指派刑事警察局主動支援，全面協調、統一指揮，合力偵辦。刑事警察局不
得逕行派員指導支援偵辦
遇有重大刑案，由直轄市警察局刑警大隊負責偵辦，必要時得請求刑事警察局支援偵辦
遇有重大刑案，金門縣、連江縣警察局及警政署各專業警察機關得由機關首長逕向警政署署長請求支援偵辦
遇有普通刑案，由案發地轄區分局負責偵辦，並報告該管警察局列管。如發覺案情複雜，得報請警察局予
以支援
下列關於附帶搜索的敘述，何者錯誤？
逮捕通緝犯時，可搜查通緝犯的身體
執行拘提時，可檢視受拘提人隨身攜帶的包包
執行臨檢時，可翻動受檢查人正使用中機車的置物箱內之物品
逮捕現行犯時，可搜索現行犯正使用中的機車
刑案現場物證類型，下列何者正確？
窗戶開啟狀況為暫時性物證
氣味為情況性物證
DNA 為關連性物證
血跡指紋為型態性物證
有關犯罪案件管轄責任區分，下列何者錯誤？
非單一犯罪行為且於同一處所者，由刑案現場發生地之警察機關偵辦
境外犯罪，以被害人的居住地、工作地、家屬居住地，依序之警察機關為管轄機關
竊車恐嚇取財案件，由被害人居住地之警察機關負責偵辦
網鴿恐嚇取財案件，由被害人居住地或飼養鴿子之所在地之警察機關負責偵辦
下列關於偵查中辯護人之權限的敘述，何者錯誤？
詢問證人非有必要時，犯罪嫌疑人及辯護人不得在場
辯護人在警察機關不得於執行搜索、扣押時在場
辯護人接見犯罪嫌疑人時，司法警察人員不應在場
辯護人請求調查證據或陳述意見時，應附記於該案犯罪嫌疑人之詢問筆錄，由其於筆錄內簽名
下列何者屬於毒品危害防制條例規範之「第三級」毒品？
罌粟
古柯
一粒眠
MDMA
觀察我國近年來刑案統計資料，下列何者犯罪具有高發生、低破獲的特徵？
殺人
擄人勒贖
妨害性自主
住宅竊盜
下列關於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之 1 第 1 項所列法定障礙事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因被害人或犯罪嫌疑人身體健康突發之事由，事實上不能訊問者
在途障礙期間，不得逾越 4 小時
犯罪嫌疑人經法院提審之期間
依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不得為詢問者
偵查機關為查緝毒品犯罪，採取嚴密監控方式，致使違禁品、贓物或毒品，可以繼續交到貨主手中，藉以追
查幕後主嫌、其他共犯或上下游的集團成員。此種偵查策略的名稱為：
擒賊先擒王
欲擒故縱
誘捕偵查
控制下交付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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