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2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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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考試 

類  科： 各類別、各類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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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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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10-7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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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種玉米的農夫長年榮獲藍色勳章。然而每一年他都將這最棒的玉米種

子與每一個鄰居共享。「你把得獎品種的玉米種子分給別人，」有人問他：「這

樣怎麼可能繼續得獎呢？」 

「你不瞭解啊，」這農夫說：「風會把花粉四處散播。如果我要培育最優良

的玉米，就必須確保我所有的鄰居也有最棒的玉米種子。如果他們的玉米種子

差勁，會授粉給我的玉米，降低我的玉米品質。」 

人生也是如此，我們都在同一塊田區耕耘。我們的人生，對於周遭人的生

活品質，有直接的影響。 

閱讀上文，請以「自利與利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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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擬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致各縣市政府農業局（處）函：請有效執行禁止活禽屠

宰及販售措施，以確保環境衛生及國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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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諸葛亮〈前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亂世，不求聞達於諸侯。
先帝不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廬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
帝以驅馳。」作者心意與下列那個選項最為貼近？ 
士為知己者死，女為悅己者容 
劍外忽傳收薊北，初聞涕淚滿衣裳 
山不厭高，海不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 

「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魯，習隱南郭；竊吹草堂，
濫巾北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迺纓情於好爵。」（孔稚珪〈北山移
文〉）文中「周子」的心態，與下列選項相近的是： 
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不知老之將至（王羲之〈蘭亭集序〉） 
老當益壯，寧移白首之心？窮且益堅，不墜青雲之志（王勃〈滕王閣序〉） 
志深軒冕，而泛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文心雕龍．情采》） 
危邦不入，亂邦不居；天下有道則見，無道則隱（《論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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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戲劇的種類豐富，表演方法多樣，根據下列這首以數字嵌首的詩歌描述，請選
出與它演出性質相符合的劇種： 
一人一仙分身段，兩手靈活交替換，三條引首上中下，四肢關節各有線，五指乾坤大運
搬，六字訣法六神生，七星腳步要穩定，八音神咒護身形，九天知聞眾符令，十指能移
百萬兵。 
布袋戲 傀儡戲 歌仔戲 皮影戲 

「教養是一種內在自我的教育，對自己在宇宙與社會裡的定位有清楚的掌握與認知，對
周遭生物的生存權利有敏感度，對別人的感受有所尊重，具強烈的正義感，知道如何節
制自己，擁有具有目標的人生觀，是有擇善原則的社會人。」（黃崑巖《談教養》）下
列選項何者無涉上文旨意？ 
克己復禮之謂仁  夫禮者，自卑而尊人 
三人同行，宜當擇善 內修行義，莫矜伐掩人 

下列對聯所緬懷歌詠的人物，錯誤的是： 
「三顧頻煩天下計／兩朝開濟老臣心」：諸葛亮 
「數點梅花亡國淚／二分明月故臣心」：李後主 
「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八大家」：三蘇父子 
「志在高山，志在流水／一客荷樵，一客聽琴」：伯牙、鍾子期 

某地方政府舉辦才藝比賽而贈送獎牌，下列各獎牌的題辭與比賽項目何者完全不相符
合？ 
鐵畫銀鉤：書法比賽 錦心繡口：作文比賽 
懸河唾玉：演講比賽 激濁揚清：游泳比賽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泰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則泉出如
飛，多少足用。若或汚漫，則泉止焉。蓋神明之嘗志者也。 
空桑之地，今名為孔竇，在魯南。山之穴外，有雙石，如桓楹起立，高數丈。魯人絃歌祭
祀。穴中無水，每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間出，足以周事。既已，泉亦止。其
驗至今存焉。 
文中「欲取飲者，皆洗心志」，這是說要喝澧泉的人，都必須： 
等待神意 清心寡慾 專心一意 洗淨身體 

文中「足以周事」的「事」，是指： 
飲用之事 灑掃之事 游賞之事 祭祀之事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凡觀物有疑，中心不定，則外物不清；吾慮不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行者，見寢
石以為伏虎也，見植林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蹞步之澮也；
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亂其神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兩，掩耳而聽者，聽漠
漠而以為哅哅，勢亂其官也。」（《荀子．解蔽》） 
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觀物有疑」，源於視力不佳 
「冥冥而行」，指行事不光明 
「蹞步之澮」，指個性急躁之人碎步快走 
「厭目而視」，源於情勢亂其官能 

最符合本段主旨的選項是： 
處世判斷應眼見為憑，不可人云亦云 
只要心定慮清，可免於錯覺的影響，認清事實 
若以憎恨之眼，充耳不聞處世，則無法獲取他人認同 
行事問心無愧者，即使不幸身處幽暗，仍應企盼光明的到來 



類科名稱：

10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2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國文（試題代號：1301)

題　　數：10題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A C B C B D B D D B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外事警察人員(選試日語)、水上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警察資訊管理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交通警察人員電訊組、刑事鑑
識人員、刑事警察人員、國境警察人員、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行政警察人員、消防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警察法制
人員、行政管理人員、電子工程、建築工程、人事行政、都市計畫技術、運輸營業、土木工程、會計、事務管理、電力工程



102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2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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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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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與警察專業英文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50120-50620
   50820-51220
   51420-51520
頁次：8－1 

甲、申論題部分：（25 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中譯英：請將以下兩段中文翻譯成正確、通順、達意的英文句子。 
（每小題 5 分，共 10 分） 
警察在路上攔截交通，搜查可疑的車輛。 
酒駕是目前臺灣交通肇事之首因。去年，約四百人因此而喪生。 

二、英文作文：請依提示寫一篇文長約 200 字的英文作文。（15 分） 
提示：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在一般民眾心中，警察是份危險的工作，因為警察

在執行公務時，意外狀況太多，難以掌握。請寫一篇文長約 200 字的短

文描述警察工作可能遇到的危險，以及你認為該有的應變之道。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25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6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刑事法中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係限制人民何種憲法上之基本權利？ 
宗教自由 人身自由 訴訟權 生存權 

2 中央與地方權限分配有爭議時，依照憲法第 111 條規定應由下列何項機關解決之？ 
總統 立法院 行政院 內政部 

3 現行憲法對於婦女保障所採之基本國策，不包括： 
對婦女施以特別之教育  對婦女從事勞動者予以特別之保護 
維護婦女之人格尊嚴，並保障其人身安全 消除性別歧視，促進兩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4 下列關於副總統之敘述，何者錯誤？ 
副總統缺位時應由立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總統被彈劾後，副總統應一併去職 
副總統於我國政治體制下乃是總統的備位 
副總統為國家安全會議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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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列何者為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 

審理總統副總統罷免案  審議公務員懲戒案件 

審理刑事訴訟之非常上訴案件 審理政黨違憲解散事項 

6 依照現行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列對於「省」此項地方制度之敘述何者正確？ 

省是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 省不再監督縣自治事項 

省政府委員由行政院任命 省諮議會議員由總統任命 

7 有關表現自由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憲法對言論自由及其傳播方式之保障，屬於絕對；如有依其特性而為不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應

儘量避免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無正當理由，跟追他人，經勸阻不聽者，處罰鍰或申誡，牴觸憲法第 11 條

保障新聞採訪自由 

商品標示為提供商品客觀資訊之方式，應受言論自由之保障 

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牴觸憲法對不表意自由之保障 

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關於人民人身自由之限制，何者尚未達於違憲之程度： 

民國 89 年修正公布之行政執行法，規定行政執行處合併為拘提且管收之聲請時，法院亦得不經審

問逕為拘提管收之裁定 

民國 94 年修正公布之少年事件處理法，規定對於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年，得收容於少年觀護

所或感化教育處所之措施 

民國 94 年修正公布之監獄行刑法，對於執行期滿者應於其刑期終了之次日午前釋放之規定 

民國 91 年修正公布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得對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採取強制隔離

處置 

9 國家賠償法所稱之公務員意義為何？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公務員 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之公務員 

依法令從事公務之人  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公務員 

10 有關自治法規之制定，若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行政機關公布者，稱為： 

自治規則 自治命令 自律規則 自治條例 

11 關於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賠償係由國家負擔賠償責任，不應使人民承擔時效消滅之不利益，故相關法規並無時效消滅

之規定 

依民法規定，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 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有侵權行為時起，

逾 10 年者亦同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 2 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 5

年者亦同 

依民法規定，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15 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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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據憲法第 24 條規定，在一定要件下國家有賠償責任，因而制定國家賠償法予以因應。針對該法所

規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所稱公務員，係指通過國家考試並經銓敘合格之人員 

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 

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理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原則上以金錢為之 

1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列何者不符合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基本權之意旨？ 

機關因改組、解散或改隸影響公務員權益者，應設適度過渡條款或其他緩和措施 

戒嚴時期因犯內亂罪、外患罪所喪失或被撤銷之公務人員資格，於符合一定要件下，得申請回復，

但排除武職人員申請 

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在退休法未明定之情形下，規定再任公務人員之退休金基數應連同以前

退休金基數合併計算，不得超過公務人員退休法所定 35 年之上限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規定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非在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滿 10 年，不得擔任公務人員 

14 下列關於司法院之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 

大法官由法官轉任者，適用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並為院長之大法官不受任期保障 

司法院所提出之年度司法概算，立法院不得刪減 

15 行政院向立法院所提出之何種議案，須經總統之核可？ 

戒嚴案 法律案 覆議案 大赦案 

1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政府機關若無法律之依據於公共場所普設監視錄影器，此種行為將基本上可

能干預下列何種基本人權？ 

言論自由  人身自由 

隱私權與資訊自決權  秘密通訊自由 

17 自民國 101 年 9 月 6 日起，交通裁決事件由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管轄，法院並依行政訴訟法審理。

如甲主張此修法，致交通裁決事件不再由普通法院審理，損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其主張是

否有理由？ 

無理由，審判權歸屬及審級制度，尚屬於立法裁量範圍 

有理由，基於交通裁決事件之違法特性，應由普通法院審理 

無理由，此為基本權程序與組織保障的問題，與訴訟權無涉 

有理由，基於司法一元主義，普通法院審理始可保障訴訟權 

18 下列何者不屬於憲法第 22 條規定之保障範圍？ 

民法上契約締結自由  婚姻自由 

姓名權  請求適當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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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公職人員就職未滿多久期間者，不能罷免？ 

 1 年  1 年 6 個月  2 年  2 年 6 個月 

20 依地方制度法第 82 條第 3 項但書之規定，地方行政首長辭職、去職或死亡後，所遺任期最高不足幾

年時，毋庸補選，由代理人代理至該任期屆滿為止？ 

半年  1 年  1 年半  2 年 

21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政黨之得票率未達多少百分比以上者，其得票數不列入政黨比例代

表制名額之計算？ 

 5%  6%  7%  8% 

22 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其執行職務之人於行使公權力時，若故意侵害人民權利，則依國家賠償

法之規定，何者負賠償責任？ 

執行職務之個人  委託行使公權力之機關 

委託行使公權力機關之上級機關 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 

23 限制有特定犯罪前科紀錄之人民不得擔任營業小客車駕駛人是直接限制其何種基本權利？ 

生存權 人格權 遷徙自由 職業自由 

2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法官於符合法定要件時，得核發通訊監察書，此等

規定係涉及以下那一項人民基本權利？ 

秘密通訊自由 生存權 集會自由 言論自由 

25 關於人民之秘密通訊自由，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以書信、郵件、電話、電報為限 保護人與人彼此間溝通的過程 

具有保護隱私的功能  通訊本身存在與否之探查，亦屬保護的範圍 

26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子女獲知其血統來源，確定其真實父子身分關係，攸關子女之何種權利？ 

生存權 人格權 工作權 人身自由 

27 下列有關我國憲法的基本權規範體系之論述，何者是錯誤的？ 

憲法已經窮盡列舉各種基本權 

基本權對所有國家機關均有拘束力 

基本權可依法律作適度的限制 

法人在性質相容範圍內可作為特定基本權之主體 

28 人民有決定是否揭露其個人資料、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露之決定權，

係憲法所保障之何種權利： 

知的權利 資訊隱私權 表意自由 身體自主決定權 

29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列有關軍事審判制度之敘述，何者錯誤？ 

軍事審判程序，不受憲法比例原則拘束 

軍事審判之發動程序，亦必須合乎正當法律程序之最低要求 

在平時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向普通法院尋求救濟 

軍事審判程序之設，非即表示軍事審判機關對軍人之各種犯罪有專屬之審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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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依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之意旨，下列有關修憲權行使之敘述，何者錯誤？ 

修改憲法乃最能直接體現國民主權之行為 

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立之基礎者，屬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核心，不得任意修改 

不論憲法是採總統制或內閣制設計，其屬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核心，不得任意修改 

國民大會代表自行延長任期，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不合 

31 地方自治法規牴觸憲法者，無效，如對於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應如何處理？ 

由立法院審查並宣告無效 提起行政訴訟並由法院進行審查 

聲請司法院就爭議事項解釋 提請行政院院會討論決定 

32 若法律授權警察得逕行強制人民到案，未踐行必要的司法程序，該法律係侵犯了人民之： 

人身自由 居住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財產自由 

33 下列有關自治條例之論述，何者錯誤？ 

自治條例得就居民違反自治條例之行為規定罰鍰 

自治條例須經地方立法機關之通過 

自治條例所規定之罰鍰，無最高數額之限制 

自治條例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 

34 依地方制度法第 54 條第 1 項之規定，直轄市議會之組織準則，如何產生？ 

由各直轄市議會制定，報行政院備查 

由內政部訂定，報行政院備查 

由各直轄市議會擬定，報行政院核定 

由內政部擬定，報行政院核定 

35 下列有關「選舉權」之保障的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之選舉權受到國家公權力之侵害時，有請求司法救濟之可能 

選舉權為人民參政權之一種，不包含有關人民團體內部之選舉事項在內 

憲法上所保障之選舉權，既包含人民參與選舉之自由，亦包含人民不參與選舉之自由 

憲法上所保障之選舉權，在無相關法律進一步具體形成前，人民仍得直接依據憲法行使之 

36 人民裸體以抗議環保政策，涉及何種基本權利之行使？ 

生命權 言論自由 宗教自由 參政權 

37 主管機關進入營業場所檢查消防及相關安全設施是否合法，直接限制人民何種基本權利？ 

資訊自決權 平等權 旅行自由 居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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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以科處刑罰之方式，限制人民傳布任何以兒童少年性交易或促使其為性交易

為內容之訊息，係限制人民之何種基本權利？ 

言論自由 國民健康權 兒童福利權 秘密通訊自由 

39 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認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行憲法賴

以存立之基礎，為修憲之界限。其所稱「形成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憲法整體基本原則」，不包括下

列何者： 

民主共和國原則  國民主權原則 

權力分立與制衡之原則  總統與行政雙首長制原則 

4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所謂「接近使用媒體」之權利，係受我國憲法所保障之何種權利之一種： 

平等權 言論自由 財產權 工作權 

41 Chinese tourists are not allowed to visit Taiwan proper when they visit outlying island on single-day travel  

    , the police said. 

 agencies  initiatives  commitments  permits 

42 Attaining sexual pleasure through sexual activity with prepubescent children is called      . 

 voyeurism  paraphilia  pedophilia  exhibitionism 

43 A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rocess is to reconstruct events at crime scenes through 

complete and impartial      . 

 ridicule  scant  inquiry  instance 

44 The powers of the police to use coercive force are controlled by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Police actions 

must be       to be considered appropriate. 

 programed  translated  justified  discriminated 

45 The young man was taken to the police station because he was found with       drugs by the police. 

 illicit  implicit  solicit  solitary 

46 Peter went to the police       to make a police incident report because his neighbor Ted had been sending 

letters to harass all the residents in the building. 

 precinct  district  boundary  territory 

47 In many instances, information about past crimes and active criminals can be obtained by skillful      . 

 ingestion  hypothesis  outlook  interro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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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The police tried to       protesters during a demonstration in Miaoli County against a wind turbine 

project by German wind power company. 

 eliminate  dispel  deliberate  discard 

49 Due to the rise in the number of       committed in the area, the house price of this district has dropped a 

lot in the past 6 months. 

 immigration  detection  burglaries  dispatches 

50 Individuals who are knowingly involved in the supply, prescription, delivery, storage and display of 

counterfeit and controlled drugs could       imprisonment of up to seven years, plus a fine of up to NT$5 

million, the law stipulates. 

 be tantamount to  be accustomed to  be object to  be subject to 

51 About 20 people were arrested and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an       has been 

issued against 14 of the protesters. 

 enforcement  innovation  induction  injunction 

52 The townsmen were relieved when the media reported the       of the terrorists in the early hours of this 

morning. 

 coercion  compensation  apprehension  assault 

 

Azamat Tazhayakov and Dias Kadyrbayev, who both came to the US from Kazakhstan, were charged with 

conspiring to   53   justice by concealing and destroying evidence. Robel Philipos, who graduated from a 

Cambridge, Massachusettes, high school with Tsarnaev, was charged with lying to investigators about the visit to 

Tsarnaev’s room. According to FBI   54  , just hours after surveillance camera photos of the Boston Marathon 

suspects were flashed around the world on April 18, Tsarnaev’s friends   55   he was one of the bombers and 

removed the backpack along with a laptop from Tsarnaev’s room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Dartmouth. 

At a court appearance, the Kazakh students did not request   56   and will be held for another hearing on 

May 14. 

53  extort  obstruct  obtrude  invade 

54  exposure  submission  account  probation 

55  inspected  respected  prospected  suspected 

56  bail  escort  detention  exhu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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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ergency call comes in about a possible bomb in lower Manhattan and an alert pops up on 
computer screens at the 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 instantly showing officers an interactive map of 
the neighborhood, footage from nearby security cameras, whether there are high radiation levels and 
whether any other threats have been made against the city. In a click, police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getting into.  

Such a hypothetical scenario may seem like something out of a futuristic crime drama, but the 
technology is real, developed in a partnership between America's largest police department and 
Microsoft Corp., and the latest version has been quietly in use for about a year. The project could pay off 
in more ways than one: The NYPD could make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under an unprecedented 
marketing deal that allows Microsoft to sell the system to other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civilian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city will get a 30 percent cut. 

The Domain Awareness System, known as the dashboard, gives easy access to the police 
department's voluminous arrest records, emergency calls, more than 3,000 security cameras citywide, 
license plate readers and portable radiation detectors -- data that raises privacy concerns for some civil 
liberties groups. But the dashboard system mines existing tools and doesn't create any new surveillance. 
Right now, it is used only in NYPD offices, mostly in the counterterrorism unit. Eventually, the system 
could supply crime-fighting information in real time to officers on laptops in their squad cars and on 
mobile devices while they walk the beat. 
57 What is the article mainly about? 

 The NYPD has demonstrated a good use of technology in their security maintenance work. 
 The NYPD has found a way to increase their budget. 
 The NYPD and Microsoft Corp. are in good terms. 
 The Domain Awareness System is the key to countering cyber crimes in New York. 

58 Based on the article, what would NOT happen if an emergent call reaches a policeman of the NYPD who is 
using the dashboard? 
 An interactive map of the neighborhood would show on computer screen. 
 An alert would pop on computer screen. 
 The arrest records of lower Manhattan would show on computer screen. 
 Footage from nearby security cameras would show on computer screen. 

59 Why could the project of the dashboard pay off in more than one way? 
Microsoft would donate their profit to the city of New York. 
 The NYPD could get much income from the sales the system. 
 The project of the dashboard would also lead to futuristic crime drama business. 
 The project of the dashboard would bring cooperation with civilian companies. 

60 Based on the articl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The current dashboard system raises security concerns for some political groups. 
 The current dashboard system is used in all Manhattan police officer departments. 
 It takes a lot of time for the system to supply crime fighting information. 
 The current dashboard system uses the tools and data available to the NY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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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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某校園遭醉漢 A 闖入，造成師生恐慌，該校所屬駐衛警察隊隊員 B，依校長指示，

持用學校配發之警棍制服 A，並通報警方處理。請依警械使用條例及相關規定分析，

B 持有警棍之法律依據為何？又若其使用警棍致 A 受傷，法律責任如何？（25 分） 

二、甲警員接獲 A 銀行報案，稱乙於該銀行二樓因故大聲與行員爭吵，涉滋擾並妨礙

該分行營業，因事態未明，甲遂荷槍實彈攜帶警械前往處理，並查證乙身分。甲考

量銀行為公眾得出入場所及其他民眾之權益，A 與乙尚有爭執情形下，請乙下樓離

開該分行，至警局依法處理。但乙於下樓時，不慎由樓梯摔落，經救護車送至醫院

治療，所幸僅局部皮肉擦傷。乙不服甲上述處理程序侵害其自由，並造成其損害，

提起國家賠償。試分析其主張是否有理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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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理辦法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本法第 26 條所稱再有違反本法行為者，係以前後兩次行為均違反本法同一條款之規定而言 
本法所稱深夜，係指凌晨 0 時至 5 時而言 
本法第 72 條第 3 款所稱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令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具有持續性而足以妨害他人生

活安寧之聲音 
依本法第 8 條第 2 項、第 3 項或第 9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責由法定代理人、監護人或其他相當之人

加以管教或監護者，得以口頭或書面通知之 
2 下列所稱「警察」，何者係屬學理上所謂廣義或實質之警察概念？ 
警察法第 3 條第 1 項：「警察官制、官規、教育、服制、勤務制度及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由中央立

法並執行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行之。」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6 條：「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於下列各款之人查證身分：…」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除現行犯之逮捕由法律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不得逮捕

拘禁。…」 
警械使用條例第 1 條第 1 項：「警察人員執行職務時，所使用之警械為棍、刀、槍或其他經核定之器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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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處罰加重減輕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過失行為不得處以拘留，並得減輕其處罰 
經依本法處罰執行完畢，3 個月內再有違反本法行為者，加重其處罰 
違反本法之行為人，於其行為未被發覺以前自首而受裁處者，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一行為而發生二以上之結果者，從一重處罰；其違反同條款之規定者，從重處罰 

4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事先應報告主管長官，但使用警棍指揮者，不在此限 
使用警械時，依規定須先對空鳴槍示警 
基於急迫需要，合理使用槍械，得逾越必要程度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如情況急迫，得傷及歹徒致命之部位 

5 有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行為之裁處與執行，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機關對於情節輕微而事實明確之違反本法案件，得不經通知、訊問逕行處分。但其處罰以新臺幣

1500 元以下罰鍰或申誡為限 
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之案件，警察機關於訊問後，應即移送該管

簡易庭裁定 
拘留之執行，即時起算，並以 24 小時為一日。前項執行，期滿釋放。但於 0 時至 8 時間期滿者，得經

本人同意於當日 8 時釋放之 
裁定停止營業確定之案件，警察機關應於確定後即以執行通知單，命被處罰人於通知送達之翌日起，

停止其營業。被處罰人經通知後未停止其營業者，得製作公告張貼於營業場所之明顯處或以其他適當

方法強制其停業。 
6 有關管束之論述，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超過管束期間仍不能預防危害者，得經法官之許可延長保護之時間 
管束屬於行政執行法規定之一種即時強制方法 
行政機關對於實施管束時，不須先經告戒程序 
管束並非以促使履行義務為目的 

7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責任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行為，不問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 
滿 70 歲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行為，得減輕處罰 
 14 歲以上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行為，不罰 
瘖啞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行為，得減輕處罰 

8 有關集會遊行法之論述，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其他法律有集會遊行之規定者，優先適用之，故本法為普通法兼補充法 
司法院、各級法院禁制區週邊範圍，由內政部劃定公告，但不得逾 300 公尺 
室外集會、遊行不予許可之通知書，應載明理由及不服之救濟程序，該通知書之性質為行政處分 
經許可遊行之負責人，對遊行路線於使用後遺有廢棄物或污染者，應負責清理，違反者處以罰鍰 

9 有關警察官制、官規之論述，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有關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機關之組織編制等事項屬警察官制 
警監官等分為一、二、三、四階，以第一階為最高階 
警察官、職分立，官受保障，職得調任 
保安警察派駐地方執行職務時，兼受直轄市、縣（市）長指揮監督 

10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對於經常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應裝設監視器蒐集資料 
警察執行管束時，得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本法所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包含警察局婦幼隊隊長 
警察行使職權時若未著制服，應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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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列何者屬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2 條所規定之類型化具體措施？①鑑識身分 ②直接強制 ③物之扣押 

④進入住宅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12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及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關於警銬之使用時機，下列敘述，何者最正確？ 
疏導群眾時  違規者不聽從勸導時 
逮捕通緝犯時  抗拒管束措施時 

13 有關警察法內容之論述，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其內容為警察職權之詳細規定 
警察基層人員得採警員制，其施行程序，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 
中央設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辦理警察教育 
內政部執行全國警察行政，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市）警衛之實施 

14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及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下列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敘述，何者錯誤？ 
曾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所定製造、運輸、販賣、持有槍砲彈藥刀械之罪，經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

者，屬於治安顧慮人口 
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期間，以刑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後 3 年內為限。但經假釋撤銷者，其假釋期間，

不列入計算 
警察實施查訪，應於日間為之。但與查訪對象約定者，不在此限 
警察查訪治安顧慮人口之行為性質上係屬於事實行為 

15 依警械使用條例及相關規定，下列何者不得使用警械？ 
經核准設置之駐衛警察  服警察役之役男 
檢察官  執行軍法警察職務之憲兵 

16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列有關到場與留置之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現行違反本法之行為人，警察人員得即時制止其行為，並得逕行通知到場 
違反本法案件情節重大，有繼續調查必要，而嫌疑人身分不明或無固定之住、居所者，得令覓保；其

不能覓保者，得暫時留置。但不得逾 24 小時 
違反本法嫌疑人被留置後，經執行拘留者，應按已留置時數折抵拘留之期間，經執行罰鍰者，以 1 小

時新臺幣 60 元折抵之 
現行違反本法之行為人，經逕行通知到場或強制到場者，警察機關留置期間之計算，應自其抵達警察

機關時起算 
17 下列何種警察作為屬於直接強制？ 

對於攜帶開山刀準備械鬥者，予以扣留該開山刀 
為了追捕飛車強盜之現行犯，攔用私人重型機車 
對於違規停車的車輛，駕駛人不在現場時，逕行將該車輛移置到保管場 
對於肇事而未經扣留之車輛，命其駕駛人即時移置車輛而不移置，致妨礙交通者，逕行移置該車輛 

18 警察人員執行職務時，下列何種情形不得使用槍械？ 
依法應逮捕、拘禁之人拒捕、脫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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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行搜索、扣押時 
騷動行為足以擾亂社會治安時 

19 有關行政執行法規定之救濟制度，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執行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不服者，得訴願及行政訴訟 
不服管收之裁定者，得提起抗告 
利害關係人對執行方法，得於執行程序終結前，向執行機關聲明異議 
即時強制致人民自由或財產受有特別損失時，得請求損失補償，其補償應以金錢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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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下列何人可擔任應經許可之室外集會、遊行之負責人？ 
就讀臺大政治系之 19 歲大學生 無中華民國國籍之留學生 
假釋期滿者  受強制工作處分裁判確定尚未執行者 

21 下列有關怠金之敘述，何者錯誤？ 
依法令或本於法令之行政處分，負有行為義務而不為，其行為不能由他人代為履行者，依其情節輕重

處新臺幣 5 千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怠金 
承上，經依前條規定處以怠金，仍不履行其義務者，執行機關得連續處以怠金 
依消防法第 42 條之 1 規定，使用燃氣之熱水器及配管之承裝業，未僱用領有合格證照者從事熱水器及

配管之安裝者，處負責人及行為人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連續處罰或逕予停業處分。此等所謂連續處罰，其性質上係屬怠金 
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汽車駕駛人經測試檢定酒精濃度超過規定標準，應接

受道路交通安全講習者，無正當理由，不依規定接受道路交通安全講習者，處新臺幣 1 千 8 百元。此

等 1 千 8 百元之科處，其性質上係屬怠金 
22 下列有關各種案件之救濟，何者敘述為正確？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案件經警察機關裁處者，如被處罰人不服警察機關之處分，得於處分書送達之

翌日起 5 日內聲明異議。聲明異議，應以書狀敘明理由，逕向該管簡易庭為之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45 條所指之案件經該管簡易庭裁處者，如受裁定人或原移送之警察機關對於簡

易庭所為之裁定有所不服，得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對於普通庭之裁定，得再行抗告 
對於行政強制執行之案件，義務人對執行命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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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執行機關聲明異議。前項聲明異議，執行機關認其有理由者，應即停止執行，

並撤銷或更正已為之執行行為；認其無理由者，應於 10 日內加具意見，送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於 30 日

內決定之 
對於集會遊行法之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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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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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復。但第 12 條第

2 項情形，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時起 24 小時內提出。原主管機關認為申復有理由者，應即撤銷或變更原

通知；認為無理由者，應於收受申復書之日起 3 日內連同卷證檢送其上級警察機關。但第 12 條第 2 項

情形，應於收受申復書之時起 12 小時內檢送。上級警察機關應於收受卷證之日起 3 日內決定，並以書

面通知負責人。但第 12 條第 2 項情形，應於收受卷證之時起 12 小時內決定，並通知負責人 
23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車輛，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可為下列那些行為：

①攔停該車輛 ②檢查車身號碼 ③要求乘客出示相關證件 ④要求乘客接受酒測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 ①③ 

24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列有關罰鍰之完納與易以拘留之敘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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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遲誤 1 期不繳納者，以遲

誤當期之到期日為餘額之完納期限 
在罰鍰應完納期內，警察機關得聲請易以拘留 
在罰鍰應完納期內，被處罰人得請求易以拘留 

25 下列何者並非警察職權行使法所稱須實施查訪「治安顧慮人口」之範圍？ 
曾犯刑法第 227 條準強制性交及猥褻罪 
曾犯刑法第 320 條普通竊盜罪 
曾犯轉讓毒品罪 
受毒品戒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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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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你帶班執行取締酒駕路檢勤務時，發現甲女駕車身上帶有酒氣，當你查證身分時甲

女不願配合，並請求不要酒測，且故意拖延時間長達 20 分鐘；經你告知拒絕接受

酒測之處罰規定後，甲女始同意接受酒測，其酒測值達每公升 0.50 毫克，在員警

製單之際，甲女質疑酒測器之準確性，稱員警於執行酒測前未給她漱口，而要求漱

口及實施第二次酒測。此時，你應如何處理最為適當？（20 分） 

二、凌晨 2 點，民眾甲等 3 人與乙等 8 人發生口角，乙等人持木製球棒將甲等人毆傷並

毀損其駕駛車輛，甲遂電召 2 車 7 名友人到場助勢，當時現場有多人圍觀。分局獲

報後，立即通報線上所有巡邏員警趕赴現場處理，你是轄區派出所所長，到達現場

後應如何處理，並敘明相關法律依據？（20 分） 

三、你是偵查隊的分隊長，於深夜時分率隊在轄區內一家 KTV 酒店內執行擴大臨檢，

於檢查某間包廂內甲男乙女時，目視桌上有疑似安非他命數小包，經以毒品檢驗包

測試確認為安非他命，試問： 
於現場應如何執行逮捕、搜索及扣押程序？（10 分） 
詢問時，甲坦承持有及施用毒品，乙則否認，後續的處理程序為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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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派出所所長，帶班執行巡邏勤務時，發現有男子甲身背女用皮包快速奔跑，有一婦女自後追趕，並

大呼「搶劫！搶劫！」你見狀乃驅前迅速制伏甲並逮捕之，你在詢問甲時應告知其諸項法定權利，下列

何者不屬之？ 

得保持緘默  不得選任辯護人 

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得請求調查有利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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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是派出所所長，帶班執行巡邏勤務時，發現有男子甲身背女用皮包快速奔跑，有一婦女自後追趕，並

大呼「搶劫！搶劫！」你見狀乃驅前迅速制伏甲並逮捕之，你在逮捕及詢問甲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無須搜索票，即得逕行搜索甲之身體 在警察調查詢問階段，甲不得選任辯護人到場 

一律不得於夜間詢問之  詢問時僅須擇案件關鍵重點予以錄音 

3 你是派出所所長，晚間至轄內山區跑步，聞到一股疑似 K 他命的異味，經觀察發現有 2 男 3 女在涼亭內

吸毒，此時你應如何處理最適當？ 

返回所內帶隊前往查緝  隔日妥為規劃再為偵查 

立即通報巡邏人員前來逮捕 向分局長報告等待後續指示 

4 甲是你遴選的第三人（俗稱線民），為求舉報績效，以撿到的機車鑰匙偷車後，騎到其住處附近停放，

再向你謊稱其利用贓車查詢系統找到失竊機車，你通知員警前往尋獲該車。而後你發現實情，你應如何

處理最為適當？ 

口頭告誡甲，不予追究  依法追究甲，移送法辦 

要求甲駛回原處，並予告誡 因甲謊報，依違序案件處理 

5 有民眾前來派出所報案，因為停電關係致使員警無法執行受理報案 e 化平臺作業，對於本案之受理程序，

應如何處置？ 

先以人工方式作業，並於 e 化系統恢復作業 12 小時內補輸入 

先以人工方式作業，並於 e 化系統恢復作業 24 小時內補輸入 

先不處理本件報案，並於 e 化系統恢復作業始受理民眾報案 

先以人工方式作業，並將人工作業表單陳報上級機關即可 

6 派出所警員甲在執行家戶訪查時，發現轄區內 1 名租屋民眾乙為通報協尋之失蹤人口，乙在隨甲回派出

所辦理撤銷協尋時，表明其已成年，不願與報案人及親屬聯繫，並請警方保密租屋地址，除將乙意願記

載於筆錄及工作紀錄簿備查外，下列處置何者為宜？ 

通知親屬或原報案人，待其前來才可辦理撤銷協尋 

通知親屬或原報案人後，徵其同意才可撤銷協尋 

當日內將尋獲撤銷情形通知親屬或原報案人 

加註撤銷協尋紀錄表上後，可不通知親屬或原報案人 

7 你是派出所所長，深夜帶班巡邏時，行經某戶民宅見大門開啟，目視發現甲、乙、丙、丁等 4 人在客廳

內聚賭，經入內盤查後，甲坦承為屋主，提供自宅供人聚賭並抽頭，甲經調查詢問後應如何移送處罰？ 

依違反賭博罪，移送該管檢察官辦理；並另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陳報分局處罰 

僅得依違反賭博罪，移送該管檢察官辦理；不得再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陳報分局處罰 

僅得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移送地方法院簡易庭處罰 

僅得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陳報分局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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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你帶班執行取締夜市違規攤販，民眾看到員警對 70 多歲老夫婦攤販製單，且準備將攤車沒入，民眾攔阻

警方沒入攤車，你最優先的處置方式為何？ 

立即鳴槍，制止圍觀民眾攔阻 暫緩取締、離開現場，避免激怒民眾 

錄影照相蒐證，立即請求警力支援 逕行製單舉發，並強制沒入攤車 

9 剛歸寧宴客的新人返回新居，發現門鎖被破壞，客廳及臥室櫥櫃被翻動，抽屜內裝金飾的包裝袋四散，

新娘忙著清點損失，新郎立即打電話到派出所報案。惟員警剛好都外出處理事故而不在所內，派出所只

剩所長你一人，你應採取下列何者處置較合宜？ 

請被害人趕緊清點財物，記錄被竊物品，以利填報財損紀錄 

請被害人趕緊找鎖匠更換鎖具，以免二度被害 

安撫被害人並請自行整理現場，以免破壞新婚心情 

請被害人不要再翻動現場，並回想現場曾做過那些變動 

10 嫌犯甲因涉及多起竊盜案，某日凌晨配合警方通知到派出所接受偵訊，並坦承犯下 3 件竊案，警方懷疑

甲嫌還涉及多起住宅、汽車竊盜案，擬至分局繼續追查相關涉案情節。請問在解送過程中，下列敘述何

者正確？ 

甲不適用刑事人權之保護規定 甲並非現行犯，不須加以戒護 

甲屬配合偵訊，亦應注意整個過程安全 解送期間應對甲施以手銬及腳鐐 

11 當你負責受理一件機車搶奪案件，在詢問被害人關於搶匪特徵時，下列那一問句必須避免？ 

搶匪臉上或身體外表有任何特徵嗎 搶匪外衣是黑色或藍色 

搶匪騎乘何種機車  搶匪身高大約有多高 

12 你在大同路與博愛路口疏導指揮交通，適有救護車響警報器從大同路駛來，而大同路臨近路口方向為紅

燈，下列何者為最佳處置？ 

救護車有優先通行權，故不必理會 趕緊變換號誌，供救護車優先通行 

管制博愛路行車，疏導救護車優先通過 先了解車上有無載運傷患再決定 

13 你是鑑識巡官，率領鑑識小組人員在一重大竊案現場進行採證，結果並未採得指紋或鞋印，僅採得橡膠

手套之潛伏印痕和一雙非現場原有之橡膠手套，此時你應如何處理？ 

告知失主未採得足以辨識竊嫌之物證 

將橡膠手套之潛伏印痕輸入資料庫比對，以辨識嫌犯身分 

採取橡膠手套內側樣品，進行 DNA 鑑定，以辨識嫌犯身分 

分析橡膠手套化學組成，以辨識嫌犯身分 

14 你於交岔路口執行交通指揮疏導勤務，當交通流量很大時，遇到大貨車有超高或超寬之違規情形，下列

何種處理作為最恰當？ 

持續執行交通疏導工作，不宜於現場舉發違規 

以手勢警告其違規行為，示意其停車開單舉發 

抄下該車相關資料，下勤務後，依法開單舉發 

攔下該車先停於路邊，等車流少時，開單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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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甲、乙兩小客車發生事故，你在進行事故現場勘查時，發現甲車在路面留有一道 25 公尺長的清晰刮地痕

跡，經採證後此一痕跡最能直接印證下列何種事實？ 

甲車碰撞時行駛速度  甲車碰撞後移動軌跡 

甲車與乙車碰撞地點  甲車與乙車事故原因 

16 你是派出所所長，帶班執行取締酒醉駕車專案勤務，遇到前來之機車後載乘客未戴安全帽，該機車騎士

見警調頭駛離，下列何者為最適當之處置？ 

依規定示警指揮其停車受檢，立即以警鳴器警示其勿駛離 

立即以警鳴器示警，並調派警戒人員前往追緝攔截該機車 

立即前往調出路口監視器影帶，依畫面車號資料查緝該車 

依規定執行酒駕專案工作，不對該機車作追緝查捕之作為 

17 甲、乙兩小客車於開闊平直的多車道路段發生交通事故，你在進行事故現場測繪蒐證時，下列何者為最

佳的測量基準？ 

路中的電燈桿 路旁門牌號碼 路面的車道線 高大的行道樹 

18 甲之機車與乙之貨車兩車疑似超車發生事故，現場並無錄影監視器，你在調查時，下列何種跡證最能證

明該事故之關鍵原因？ 

機車甲刮地痕起迄點及長度 貨車乙煞車痕起迄點及方向 

甲乙兩車碰撞之車損部位及痕跡 甲乙兩車散落物之終止位置及範圍 

19 A 車於現場留下如照片所示之輪胎痕，你可依此判斷下列何種訊息？ 

 

 

 

 

 

 

 

該痕是 A 車煞車滑痕  該痕是 A 車失控側滑痕 

 A 車跨越雙黃線行駛  該痕顯示 A 車加速中 

20 你帶班執行路檢勤務時，查獲甲駕駛之自小客後車廂置放圖示之刀械，此時你應優先採何種執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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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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國警察勤務之方式，從早期之守望至巡邏，直至受到國內、外勤務之實驗或改革

的推波助瀾，例如美國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the 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我國之警察勤務條例於民國 96 年及 97 年之修正、或者內政部警政署民

國 101 年函頒之「警察機關設置及巡簽巡邏箱實施要點」等等勤務革新之交相影響下，

誠有顯著之變革，請據此申論我國「警察勤務方式」演進之重要過程及其未來之發展方

向為何？（25 分） 

二、道德修養是培養警察人員的倫理修煉之重要課題，而在道德修養上強調培養 3Q 和節制

3P，試說明 3Q 和 3P 的內涵為何？為何培養 3Q 和節制 3P 對提升警察人員的倫理修煉

至為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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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有關警察任務、警察業務和警察勤務的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任務是警察勤務具體化的結果 警察任務是警察業務具體化的結果 
警察勤務的推動，須仰賴警察業務的實施 警察勤務是完成警察任務的手段 

2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為維護治安之必要時，依規定以監視器蒐集之資料，除因調查犯罪嫌疑或其他違法行為，有

保存之必要者外，至遲應於資料製作完成時多久期間內銷毀之？ 
 3 個月內  6 個月內  1 年內  2 年內 

3 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時，下列何事項不宜實施？ 
提供家戶成員生涯規劃之分析與建議 指導家戶生活安全維護事項 
訪詢家戶生活安全需求事項 告知防範危害事故相關作為 

4 我國在解嚴後，停止軍職轉任，警政回歸專業，警察專業背景出任首任警政署長者為誰？ 
顏世錫 盧毓鈞 莊亨岱 孔令晟 

5 國營事業民營化之後，例如臺灣糖業公司，其警衛保安工作已交由民間保全擔任。民營化之前，係由下列那一警察單

位負責？ 
保一總隊 保二總隊 保三總隊 保四總隊 

6 以下何項不是以整體做系統式之規劃，達成預防犯罪於未然的警政策略？ 
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 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oriented policing） 
環境設計警政（environmental design policing） 強勢警力巡邏（intensive patrol） 

7 有關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下列何項敘述錯誤？ 
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個月實施查訪 1 次 
警察實施查訪應注意避免影響查訪對象之工作及名譽 
警察對於在社會上已享有一定程度聲望與地位之查訪對象，應即中止實施查訪 
警察實施查訪，應於日間為之。但與查訪對象約定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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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列何單位無權發布警察命令？ 
內政部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鄉鎮公所 

9 漢朝時期執行治安類似今日警察者稱為： 
執金吾 錦衣衛 捕快 巡捕 

10 下列何者非屬家戶訪查的任務？ 
犯罪預防 為民服務 政治偵防 社會治安調查 

11 警察勤務區員警對於轄內新遷入居民，應於多久期間內實施現地訪查？ 
 1 個月內  2 個月內  3 個月內  6 個月內 

12 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警勤區劃分的主要依據為何？ 
自治區域、治安狀況 人口疏密、面積廣狹 自治區域、人口疏密 治安狀況、面積廣狹 

13 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下列何者是執行重點性勤務的機構？ 
警察勤務區 警察派出所 警察分駐所 警察分局 

14 警察使用指導的手段，愈接近下列何種警察功能的履行？ 
執行法律 秩序維護 服務民眾 打擊犯罪 

15 警察機關透過領導、訓練和文化的培養，以防範員警工作偏差的作法，最屬於下列何種課責機制？ 
官僚 法律 專業 政治 

16 下列有關資訊統計的警政管理系統（Compstat）的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它是一個中央集權的警政管理技術 它是一個革命性的警政管理方法 
它只適用在警察機關的治安管理 它強調治安資訊之統計，不談治安策略 

17 依規定全國警察機關、學校列警正四階警員總數，不得逾其下列何種員額總數二分之一？ 
編制員額 預算員額 現有員額 合理員額 

18 警察「菁英族」的考選與任用，是下列何國的制度？ 
美國 英國 日本 法國 

19 警察機關組織的「陀螺現象」，是指下列何種問題？ 
警察升遷的瓶頸問題 警察基層單位的問題 警察教育訓練的問題 警察執法倫理的問題 

20 下列有關美國警察演進歷程的敘述，何者正確？ 
政治干涉時期的警察組織設計採分權與地區化 專業化警察時期的警察功能限縮在犯罪的預防 
社區警政時期的勤務運作主要採集中派遣方式 社區警政時期的警察績效評核以犯罪數據為主 

21 下列有關警察歷史的敘述，何者正確？ 
 1829 年美國的皮爾（Robert Peel）爵士創立現代化的警察 
 1905 年中國成立的第一個現代警政機構為湖南保衛局 
 1920 年代英國的和麥（August Vollmer）推動警察專業化改革 
二次大戰後，德國和日本警察引進分權化並限縮警察權力 

22 國家為維持公共安全與秩序，必要時得對人民行使命令強制的權力，稱為： 
警察權 警察職權 警察權限 警察裁量 

23 不論警政策略經歷如何變遷更迭，下列那一項仍被各國視為不可或缺的警察勤務？ 
刑事偵查 臨檢 巡邏 勤區查察 

24 根據警察法第 3 條第 2 項，以下何者非由縣（市）立法事項？ 
關於警察勤務機構設置、裁併及勤務之實施事項 
關於警察常年訓練之實施事項 
關於縣（市）義勇警察、駐衛警察之組設、編練、派遣、管理等事項 
關於縣（市）警察役男之組設、編練、派遣、管理等事項 

25 在我國中央系統的警政制度下（centralized police system），下列有關縣市警察局長之派任敘述何項正確？ 
縣市長有權向警政署點名要求人選 警政署可以不顧縣市長意見逕行指派局長 
警政署向縣市長協調指派局長 由縣市長指派一位副局長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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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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區警察在於透過警察主動與積極的方式與民眾合作，達到犯罪預防功效，然而近來一

些警察局導入 ISO（國際標準組織）品質管理系統之概念，提供便民的警政服務，請說

明這種服務理念推動的源起，也請說明警察局如何以 ISO「計畫（plan）、執行（do）、

檢核（check），及行動（action）」等原理，建構高效率服務體系的各種精進作為。

（25 分） 

二、決定和影響警政機關處理組織犯罪之變化因素為何？並說明當前警察機關對組織犯罪之

主要政策與作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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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警政是警察機關採取的犯罪預防策略之一，下列何者是影響社區警政出現與發展的因素？ 
缺乏民眾協助，警察仍可有效預防犯罪 
安全治理資源充沛 
僅靠犯罪發生後的被動反應措施，警察就足以有效預防犯罪 
警察預防犯罪的傳統策略，效能不盡理想 

2 志願服務常可匯集大量民力，而民力運用有助於犯罪預防目標的達成，下列何項符合志願服務的特質？ 
源自個人內在的意願，為外力壓迫的行為 
提供報酬是必要的 
基於人本主義之服務精神的表現 
參與人員有年齡限制，服務領域也具特定性，並非廣泛的 

3 近年實證研究顯示，「犯罪熱點」（Hot Spot of Crime）是警察制定犯罪預防策略的要件，下列有關犯罪熱點的陳述，

何者是正確的？ 
以慢性犯罪者（Chronic Offender）為目標的預防策略，比以犯罪熱點為目標的預防策略更有效 
犯罪熱點經常移動，是不易瞄準的目標；犯罪人較不常移動，是易於瞄準的目標 
改變犯罪熱點引發犯罪的情境，無助於犯罪預防效果的提升 
與犯罪人相比，犯罪熱點呈現較長期和穩定的犯罪現象 

4 破窗理論（Broken Window Theory）影響當代警察預防犯罪策略甚鉅，下列有關該理論的陳述，何者是正確的？ 
強調犯罪的發生，必須具備「有犯罪動機的潛在犯罪者」、「合適標的」及「缺乏監控」等三個要素 
認為社區失序現象持續惡化時，民眾會退縮而不願意關心公共事務 
認為社區治安持續惡化，不會吸引外地的潛在犯罪者至該地區犯罪 
主張警察快速反應可以提升破案率 

5 學者 Pat Brantingham 及 Paul Brantingham 所提出的「犯罪型態理論」（Crime Pattern Theory），對於警察預防犯罪的

策略深具啟示，下列何者符合該理論的內容？ 
犯罪者與被害者的日常活動範圍相互獨立，無顯著關聯 
犯罪者為求便利，經常選擇在離居住地點很近的地方犯罪 
犯罪者通常在居住地點、工作地點及休閒地點所構成的區域，尋找或發現犯罪機會 
犯罪者通常會選擇一條特殊的、陌生的路徑去犯罪以降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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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張 
（背面）

6 受全球化效應的影響，跨國犯罪案件日益複雜，國際警察合作逐漸成為跨國犯罪預防的重要策略，下列何者是我國目

前主要的國際警察合作機制？ 
派遣駐外國警察聯絡官  為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會員國 
為東協警察組織（Aseanapol）會員國 在國內聯絡點直接使用他國的犯罪資料庫 

7 學者 H. Goldstein 曾提出解決治安問題的過程：詳盡的犯罪分析、精準辨識犯罪問題、瞭解目前的警察作為、提出現

行以外方案、評估資源及所有方案的優缺、選擇最適當方案。此過程稱為下列何者？ 
修復式正義 犯罪被害調查 社會性預防策略 問題導向警政 

8 情境犯罪預防倡議學者 R. Clarke 指出，情境犯罪預防概念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下列何者？ 
「減少機會」及「增加犯罪者所感知的風險」 「案件導向警政」及「警察快速反應」 
「增加見警率」及「警察快速反應」 「案件導向警政」及「增加見警率」 

9 我國警政百年來的發展過程中，在臺復建時期（民國 38 年～76 年）警察組織設計的政策為何？ 
行政中立、軍警分離、國際合作 以軍領警、中央集權 
分權與缺乏監督、軍警分離、行政中立 分權趨向、軍警分離、國際合作 

10 「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是防制跨國犯罪的國際警察合作組織，該組織主要是透過下列何種系統進行犯罪情資

的交換？ 
 I-24/7 全球警務通訊系統   E-POC 防制犯罪整合資料庫 
 BALTCOM 情資交換系統   EIS 情資交換系統 

11 「機會」對於犯罪事件的發生，扮演重要角色，下列有關犯罪機會的陳述，何者是錯誤的？ 
犯罪機會具有特定性，不同犯罪，需要不同機會 犯罪機會在時間與空間上，具有集中特性 
犯罪機會與個人日常活動無關 犯罪機會可因外力介入而減少 

12 警察針對犯罪熱點所實施的犯罪預防策略，實證研究證實下列何種途徑的效果較佳？ 
情境式的問題導向警政策略 案件導向警政策略 
執行式的問題導向警政策略 傳統警政策略 

13 政策窗（Policy window）強調的重點是以下那一項目？ 
透明 時機 課責 治理 

14 下列何者是透過調解模式處理犯罪問題，並尋求被害人、加害人、社區及政府四者之間權力和責任的平衡？ 
應報司法 刑事司法 修復式正義 國際司法互助 

15 為有效規劃警察政策，應優先掌握以下那個項目？ 
打擊犯罪可運用之相關資源 預防犯罪可運用之相關資源 
犯罪預防組織  犯罪相關資訊 

16 Herber A. Simon 曾提出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念，請問以下答案何者最為接近？ 
必須限制人類的理性 人的知識能力有限 人容易不理性 人容易不客觀 

17 Linblom 所倡導之漸進式主義（incrementalism），其原始意義主要在討論以下何項？ 
犯罪預防 資訊運用 財政預算 犯罪組織 

18 請問零基預算（zero base budgeting）是指下列何者？ 
預算零成長 預算不能歸零 預算零計畫 預算規劃從零計算 

19 警察倫理之核心價值和以下何者較不相關？ 
課責 民主 取締 回應 

20 專責兩岸共同打擊犯罪之機關為下列何者？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各縣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各警察分局刑事偵查隊  縣市政府警察局 

21 警察組織績效評估通常不會包括以下那個項目？ 
破案率 員警工作滿意度 民眾滿意度 治安滿意度 

22 目前內政部警政署刻正推動 M-Police，請問該名詞是指下列何者？ 
社區警察 衛生警察 智慧警察 行動警察 

23 請問以下何者和青少年犯罪防治工作最有關係？ 
一清專案 社區警政 青春專案 黎明專案 

24 請問以下何者不是警察政風或警察風紀的核心概念？ 
控制 課責 廉政 透明 

25 請問組織犯罪和以下何者較不直接相關？ 
幫派犯罪 幫派結構 幫派成員 經濟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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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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當執行圍捕人犯的任務時，警察在救護傷患、封鎖現場及現場偵搜等三方面的執行重

點、遵守原則或具體作為各為何？（25 分） 

二、甲於涉嫌殺人而受司法警察官之調查時，自白其犯罪，並作成詢問筆錄。惟嗣後受

檢察官之訊問與法院審理時，甲不斷否認其犯罪。而甲在司法警察官面前所為之自

白，業經在場之警察出庭證明確係其供述。試問依此些證據可否認定甲成立殺人

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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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何者非警詢筆錄在程序要件上應記載之法定程序？ 

告知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明定之 4 項權利 

給予犯罪嫌疑人或第三人就始末為連續性之陳述 

犯罪嫌疑人陳述有利事實之證明方法 

犯罪後之態度 

2 下列有關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之 1 同意搜索之敘述，何者錯誤？ 

執行人員應出示證件  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錄 

應於執行後報告檢察官或法官 受搜索人出於自願性同意 

3 犯罪嫌疑人甲深夜殺人逃離現場，因衣服沾有可疑血跡，經路人乙報警，警察循線將犯罪嫌疑人甲以準

現行犯逮捕，並對甲之身體加以搜索，此一搜索是屬於何種搜索？ 

同意搜索 附帶搜索 緊急搜索 夜間搜索 

4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下列何種搜索扣押並未限制？ 

夜間搜索公眾可出入且仍在公開時間內之處所 搜索軍事上應秘密之處所 

搜索婦女之身體  職務上應守秘密之公務員保管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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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警察得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資料，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第三人包括警察人員  得支給實際工作需要費用 

不給予任何名義及證明文件 第三人不具法定警察職權 

6 司法警察製作筆錄時，受詢問人如拒絕回答或拒絕在筆錄上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不得強制為之 

基於筆錄完整性得強制為之 

應將其拒絕原因或理由記載於筆錄上 

將其拒絕原因或理由記載於筆錄上，仍可發生筆錄效力 

7 為防止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急迫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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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下列何者非報請事項？ 

刑法第 222 條加重強制性交罪 刑法第 271 條普通殺人罪 

刑法第 339 條普通詐欺罪 刑法第 341 條準詐欺罪 

8 員警執行職務，於下列何種情形不得任意使用槍械？ 

警察人員之生命、身體、自由、裝備遭受危害或脅迫時 

持有凶器有滋事之虞者，已受警察人員告誡拋棄，仍不聽從時 

為避免非常變故，維持社會治安時 

不服交通稽查而逃逸之單純交通違規事件 

9 從行為跡證推論犯罪者的人格和生活型態，同時依據物證及行為跡證、被害調查和刑案現場特徵，導出

犯罪者剖繪，又稱「行為跡證分析」，此種剖繪的方法稱之： 

演繹法 統計法 歸納法 累計法 

10 下列有關證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證人與犯罪嫌疑人訂有婚約者，得拒絕證言 

經以證人通知接受詢問後，認有犯罪嫌疑，應注意告知緣由及相關權利事項，必要時應俟其同意後，

再就犯罪事實重新詢問 

證人不得因恐陳述致自己受刑事追訴，而拒絕證言 

通知證人之通知書除有急迫情形外，至遲應於應到期日之 24 小時前送達 

11 下列有關詢問犯罪嫌疑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犯罪嫌疑人表示已選任辯護人時，應即停止詢問，等候其辯護人到場，但等候時間不得逾 4 小時 

製作筆錄應注意文句辭藻，力求精簡扼要，避免記載其所用之土語或俗語 

犯罪嫌疑人有數人時，應分別詢問之；其未經詢問者，不得在場 

犯罪嫌疑人不同意司法警察夜間詢問者，經報檢察官許可者，仍得詢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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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列有關告訴乃論案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得為告訴之人有數人時，其中一人遲誤告訴期間者，其效力不及於他人 

已撤回告訴之告訴人，不得再行告訴 

告訴人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警察機關受理告訴乃論案件，經得為告訴之人撤回告訴者，得不予移送檢察官核辦 

13 下列有關通訊監察之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官受理司法警察機關聲請通訊監察案件，應於 3 小時內核復 

法院於接獲檢察官核轉受理通訊監察聲請案件，應於 24 小時內核復 

執行通訊監察，不得於私人住宅裝置監察器材 

司法警察機關於監察通訊後，應按月向檢察官及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官報告執行情形 

14 依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下列有關跟蹤之敘述，何者錯誤？ 

被跟蹤對象在行進間突然反身回頭走時，執行人員應若無其事的保持自然行走狀態 

被跟蹤對象進入建築物，經由另一出口溜走，誤導並發覺被跟蹤時，執行人員應立即停止跟蹤，重新

部署 

被跟蹤對象已懷疑被跟蹤，且欲向執行人員詢問時，執行人員應快步避開，避免正面接觸 

被跟蹤對象製造突發事故，陷執行人員於不利時，執行人員應設法儘速撤離 

15 下列有關情報諮詢敘述，何者錯誤？ 

為偵辦重大刑案需要，應專案諮詢布置 

酒家、舞廳或其他特定遊樂營業場所，應定為重點諮詢地點 

交付諮詢對方任務應謹慎保密，但不得使其直接參與辦案行動 

經遴選之諮詢對象，應列冊備查，並給予證明文件 

16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定，下列何者非屬重大刑案？ 

失竊物總值 52 萬元之竊案 保險箱內失竊財物總值 8 萬元之竊案 

具外交身分之外籍人員失竊財物總值 2 萬元 重傷害案 

17 下列何者非屬證人保護法對證人之保護措施？ 

變更姓名及身分 隨身保護人身安全 禁止特定之人接近 短期生活安置 

18 下列有關證據之敘述，何者錯誤？ 

證據之證明力，由檢察官或法官本於確信自由判斷 

證人個人意見或推測之詞，如係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得作為證據 

司法警察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利益之均衡維護，

以認定其有無證據能力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不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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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下列有關扣押之敘述，何者錯誤？ 

易生危險之扣押物，得照相或錄影後毀棄之 

扣押物無留存必要者，得不待檢察官命令或法院裁定，逕予發還之 

發現本案應扣押之物為搜索票所未記載者，亦得扣押之 

實施搜索或扣押時，發現另案應扣押之物，亦得扣押之 

20 下列何者，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所規定，情況急迫得逕行拘提者？ 

因現行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 

在執行或在押中脫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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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21 下列有關毒品犯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施用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者，應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令入勒戒處所觀察、勒戒，其時間不得逾 2 個月 

持有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 10 公克以上者，處刑事罰 

司法警察官偵辦跨國毒品犯罪，得由其最上級機關首長向最高法院檢察署提出偵查計畫書，經檢察總

長核發偵查指揮書，由入出境管制相關機關許可毒品及人員入、出境 

毒品犯罪嫌疑人應由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觀察、勒戒者，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 24 小時內為之 

22 下列有關偵辦組織犯罪案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查獲犯罪組織及其成員之不法所得與財產，得建請法院宣告追繳、沒收及令其成員入勞動場所強制工作 

對於證人、檢舉人或被害人，應依證人保護法規定，注意保密及保護 

對於檢舉人之身分資料，應另行封存，並附卷移送法院審理 

非組織成員而資助犯罪組織者，亦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例偵查、審判 

23 下列有關鑑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鑑定人，不得拘提 

鑑定人，得請求訊問被告或證人 

司法警察對於通知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得違反其意思採取其指紋、掌紋及照相等類似行為 

鑑定人得經檢察官許可，採取分泌物、血液、毛髮或其他出自或附著身體之物 

24 關於執行搜索與扣押之時間限制，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宅或其他處所，不得於夜間入內搜索或扣押 

經住居人、看守人或可為其代表之人承諾或有急迫之情形者，可於夜間進入有人住居之住宅搜索或扣押 

於夜間搜索或扣押者，應記明其事由於筆錄 

日間已開始搜索或扣押者，不得繼續至夜間 

25 司法警察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規定，執行逕行搜索後，應於執行後幾日內報告該管檢察署檢察官及法

院？ 

 3 日  4 日  5 日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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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40110-40210 
60110-60410 
80110-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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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捷運往蘆洲、新莊路線已先後通車，信義路捷運正在加緊興建，不久將通

車。全臺高速、快速公路不斷地增建，最近五楊高速路段也順利通車。高速公

路收費方式即將改變。各縣市公車大多煥然一新，車廂空間寬敞，外型新潮。

此外，鐵路、公路尚有諸多革新，在在講究迅速、方便、美觀、安全、舒適。

預料未來將有更多更大更好的改變。凡此種種，皆與二十年前的交通迥異。請

以「臺灣鐵路與公路的過去、現在」為題，作文一篇，文長不限。 

二、公文：（20 分） 
五月九日菲律賓漁業局巡邏船對我國漁船掃射，一船員中彈身亡。我政府強烈

要求菲國道歉、賠償、緝凶，然菲國政府態度傲慢，毫無誠意解決問題。有些

國人因而遷怒在臺菲籍人士。政府呼籲國人冷靜、理性，因在臺菲籍人士與此

事件無關。試擬行政院函各縣市政府：請轄區公司、行號、工廠負責人勸導本

國員工共同保護菲籍員工人身安全，尊重人權，並維護中華民國良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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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不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

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列子．

揚朱》） 
下列成語最切合上文意旨的是： 
信賞必罰 束縕請火 野人獻曝 自曝其短 

辛棄疾〈青玉案〉：「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中的「回」字意義與下列那一

個選項中的「回」意義完全相同？ 
「回」看射鵰處，千里暮雲平  
二月已破三月來，漸老逢春能幾「回」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來征戰幾人「回」 
少小離家老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官吏相與慶於庭，商賈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樂，病者以愈。」這段

文字表現怎樣的情境？ 
團結一致 物阜民豐 歡喜慶賀 嬉戲遊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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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為海上荒島，其民皆閩粵之民也，其器皆閩粵之器也。工藝之微，尚無足睹。然而
臺郡之箱，大甲之席，雲錦之綢緞，馳名京邑，採貢尚方，則亦有足志焉。夫大輅成於
椎輪，岑樓起於尺礎。後之視今，能不愈於今之視昔乎？故紀其梗概，以資參考。若夫
開物成務，則有俟於後之君子。（連橫《臺灣通史．工藝志序》） 
下列敘述，何者為非？ 
連橫所見，臺灣之民皆為閩粵之民，其器皆為閩粵之器 
當時臺灣工藝雖微不足觀，然已有臺南郡的皮箱、大甲草席及雲錦之綢緞馳名於京
邑，成為各地方採購的物品 
「大輅成於椎輪，岑樓起於尺礎」意同於「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累
土；千里之行，始於足下。」 
「後之視今，能不愈於今之視昔乎？」可見作者對於後人的殷殷期許 
《EQ》（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書作者丹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認為其書中
所闡揚的：自我覺察、自律、同理心與社會技巧等重要理念，都和傳統中國文化的深層
價值相互呼應。以「自律」而言，下列選項何者不符？ 
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益之 
有澹臺滅明者，行不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不肯讀書的人，總可以找到理由推卸自己的責任。從前有一個人堅決不肯讀《詩經》，
理由是沒有人能證明「詩三百」是孔夫子親手刪定的，所以不值得一讀。他又堅決不肯
讀《書經》，理由是《書經》的真偽還成問題，讀它做什麼？讀書的人一開始就要和書
對抗，如何能讀出滋味來？（摘錄自王鼎鈞：《開放的人生》） 
若要為本段內容訂一標題，下列選項何者最適合？ 
食古不化 畫地自限 好高騖遠 取小遺大 
下列有關書信用辭，正確的選項是： 
書信中凡稱到自己家族親戚的尊輩，須加一「令」字 
寫信給父母報平安，結尾可用「一切均安。手此，敬請福安」 
頌候語中，凡用「頌」字，下當用「祺」、「祉」、「綏」 
開頭應酬語：「遙望 門牆，時深馳慕」應是寫給軍界長官的書信 

請依下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有野趣而不知樂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不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不能享者，
達官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落之間。東坡好種植，
能手接花木，此得之性生，不可得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艴然擲而去之。若
果性近而復好焉，請相與偃曝林間，諦看花開花落，便與千萬年興亡盛衰之轍何異？雖謂
二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陳繼儒〈《花史》跋〉） 
上述短文中，有關樵牧、傭販、顯貴生活的描寫，可以下列何者來說明？ 
及時行樂莫遲疑 習焉不察無閒情 不識廬山真面目  曾經滄海難為水 
依據上文，陶淵明、蘇東坡親近自然、蒔花植木的主要原因，是： 
二人的天生本性使然 二人受後天養成所致 
二人的因緣際會造就 二人效倣前賢的結果 
「諦看花開花落，便與千萬年興亡盛衰之轍何異？」二句文義，意指： 
人生何其短促，有如南柯一夢，凡事不必勉強，只需隨緣順應 
只有仔細觀賞花木的人，才能體悟有花堪折、及時努力的意義 
記取歷史的興衰教訓，方能開創出燦爛如花、永續不墜的新局 
自然界的造化運行，與人間世的起伏升降相應，觀彼即可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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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見解，下列何項規定未違反憲法之平等原則？ 
父母對於未成年子女權利之行使意思不一致時，由父行使之 
子女一律從父姓，無從選擇 
妻與夫協議不成時以夫之住所為住所 
夫妻間之贈與免納贈與稅 

2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不信任案之提出，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須有三分之一以上之立法委員連署 
不信任案提出 72 小時後，應於 48 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決 
不信任案之表決需經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贊成始得通過 
不信任案如未獲通過，1 年內不得對同一行政院院長再提不信任案 

3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之規定，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

得經何者之核可，移請立法院覆議？ 
立法院院長 總統 行政院會議 副總統 

4 以下何者非屬我國憲法賦予總統之權力？ 
統帥權 宣戰權 發布緊急命令權 法律案之否決權 

5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下列何者統率全國陸海空軍？ 
國防部長 參謀總長 總統 行政院長 

6 下列何者非屬憲法第 16 條訴訟基本權之保障內涵？ 
審判程序正當性 審判結果公正性 權利救濟有效性 訴訟審級多樣性 

7 有關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範圍，下列何者不包括在內？ 
內在信仰之自由  拒絕接受義務教育之自由 
宗教行為之自由  宗教結社之自由 

8 下列關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權之內容，何者錯誤？ 
憲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規定之「審問」，係指法院審理之訊問，其無審判權者既不得為之，則此兩

項所稱之「法院」，當指有審判權之法官所構成之獨任或合議之法院之謂 
國家以法律明確規定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者，倘與憲法第 23 條之比例原則無違，並踐行必要之司法程序

或其他正當法律程序，即難謂其牴觸憲法第 8 條之規定 
人民受憲法第 8 條保障身體之自由，乃行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權利之前提，為重要基本人權，尤其

應受周延保護 
羈押作為刑事保全程序時，旨在使刑事被告早期認罪，俾利刑事訴訟程序順利進行，使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 

9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人民之指紋係受何種基本權利保護？ 
財產權 身體權 資訊隱私權 秘密通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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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不得從事按摩業」之規定，係違反下列何種基本權之保障？ 
平等權與言論自由 工作權與平等權 言論自由與工作權 人身自由與平等權 

11 對於居住遷徙自由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居住自由係指人民居住之處所，不受非法侵犯之權利 
國家不得對於人民設居住所之決定，課以不必要之負擔 
為落實國家兵役制度、確保義務履行之公平，主管兵役之行政部門得無待授權自行限制役男出境 
遷徙自由包括自由出入國境之權利，無待許可 

1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由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負責通訊監察書之聲請與核發，主要與憲法保障何種基本權

利之意旨不符？ 
居住遷徙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人身自由 集會遊行自由 

13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廢止前之檢肅流氓條例規定法院得為保護證人，拒絕被移送裁定人對質及詰問，有違

下列何者？ 
比例原則，訴訟權之保障及正當法律程序原則 平等原則，言論自由之保障及人身自由 
平等原則，居住遷徙自由及正當法律程序原則 比例原則，訴訟權之保障與資訊公開原則 

14 依憲法第 175 條第 1 項之規定，本憲法規定事項，若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者，係以何種規範定之？ 
法律 修改憲法 法規命令 緊急命令 

15 國家對於僑民的照顧，下列何者錯誤？ 
有僑居國外不分區立法委員代表僑民利益 只限於保障其發展經濟事業 
獎勵有教育事業成績優良者 保障其政治參與之機會 

16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中華民國領土變更案，依下列何種程序為之？ 
立法院提出，經公告半年，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 3 個月內投票複決 
行政院向立法院提案，立法院應即解散國會重新選舉，由新任立法委員議決 
由超過三分之二之監察委員連署提案，送立法院議決 
由國家安全會議議決，向立法院提案，立法院同意後，由行政院發布 

17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之規定，下列有關立法委員任期、連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任期 4 年，得連任一次  任期 4 年，無連任次數限制 
任期 3 年，得連任一次  任期 3 年，無連任次數限制 

18 下列何者並不屬於立法委員之職權？ 
發言權 參與表決權 質詢權 統一解釋法令權 

19 依憲法之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機關擁有向立法院提案之權者，不包括： 
總統 司法院 行政院 考試院 

20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之規定，下列有關由全國不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的立法委員之敘述，何者正確？ 
由各政黨依政黨得票比率於選舉後提出當選名單 
當選名單中，任一性別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政黨得票率須達百分之三以上，方得當選立法委員 
當選員額共 34 名 

21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規定，下列何者具有憲法修正案之提案權？ 
總統 行政院 立法院 司法院 

22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規定，立法院提出對於總統的彈劾案，應由下列何者審理？ 
憲法法庭  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監察院 

23 憲法法庭對於違憲政黨之審理，可以採取下列何種決定？ 
警告  禁止政黨推舉各類選舉候選人 
解散  停止政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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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的選任方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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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總統直接任命  由總統提名，經考試院同意任命之 

25 下列那一項資格，無需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立法委員參選資格 律師執業資格 記帳士執業資格 

26 Very small amounts of DNA       from a crime scene can be used to link an unknown suspect to the crime. 
responded related recovered relocated 

27 Given the difficult job the police have, it is easier for them to       their duties if they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public. 
perform inform reform deform 

28 In order to prevent a criminal from running, police use      . 
handcuffs fingerprints flashlight whisper 

29 Studies indicate that laws establishing administrative license       have reduced alcohol-related crashes by 
almost 40 percent. 
revocation verification affirmation examination 

30 Following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police department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were given new      , which 
provided additional burdens for busy police departments. 
agencies budget fantasia mandates 

31 It is wrong for a policeman to       his/her power while in office. 
attempt abduct assault abuse 

32 The woman went to the police station and wanted to file a       report because someone took her bag by force on 
the Main Street 30 minutes ago. 
burglary robbery arson smuggling 

33 A search       is a court order issued by a judge that authorizes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to conduct a necessary 
search of a person or a place for criminal evidence. 
ticket allowance warrant agreement 

34 A       refers to the situation when a person promises you that you can make a lot of money by investing with 
him/her, but then just takes your money and disappears. 
fraud prostitution murder raid 

35 The police       the whole town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in order to maintain order and security. 
exploit patrol intimidate possess 

36 The victim’s family was happy to know that the kidnapper had been taken into      . 
attention position facility custody 

37       force is a troubling aspect of police misconduct, because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determine the precise 
amount of force that is required in each situation. 
Intensive Responsive Effective Excessive 

38 In the police station, weapons and       are stored in armory. 
amnesia evidence ammunition amnesty 

39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has set up a “165 hotline” for the public to report suspicious phone calls scams and  
     theft. 
property identity auto larceny 

40 The       division of a police department is charged with solving reported crimes. 
personnel ethics traffic det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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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Police officers use their       in deciding when and how to arrest, stop, frisk, shoot, and/or ticket individuals. 
confession discretion expectation possession 

42 Be wary of       packages and letters. They can contain explosive, chemical, or biological agents. 
expected suspicious regular random 

43 A: I would like to report a domestic violence case. 
B: Sure. Are you a       of abuse? 
provider defender victim contributor 

44 The police themselves emphasize their role as       fighters and deemphasize their job as peacekeepers and 
social service providers. 
literary rejection crime environment 

 
請回答第 45 題至第 46 題： 
     Some people are afraid of flying. They are worried that the plane will crash or that someone may hijack it. People 
who hijack a plane usually threaten to kill the passengers or blow up the plane if they do not get what they want. 
Hijackers often want money, but sometimes they want other things—to have their friends let out of jail, or to go to 
another country. 
     The first hijacking occurred on June 16, 1948, on a plane traveling from Macau to Hong Kong. Some men with 
guns told the pilot that they wanted money. The pilot tried to fight them off, but the hijackers shot him. The plane crashed 
into the ocean, and nearly everyone on it died. Only one man survived. His name was Wong-yu Man. When the police 
brought the plane out of the ocean, they looked at it very carefully. They found bullet holes in its walls. That’s how they 
knew there had been a hijacking. 
     A police officer sat near Wong-yu Man’s bed in the hospital. Before long, Wong-yu Man started to talk in his sleep. 
“Where are my men?” his said. “Are they all right? Did they get the money?” 
     The police officer wrote everything down. He thought that Wong-yu was one of the hijackers, and he was right. 
When Wong-yu came out of the hospital, he went to jail for a long time. 
45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Wong-yu Man hijacked the plane because he and other hijackers wanted to go to Hong Kong. 
This haijacking was a total failure because the plane crashed and all the people died except Wong-yu Man. 
When staying in the hospital, Wong-yu Man confessed to the police that he hijacked the plane with his friends. 
The plane crashed because the hijackers shot the pilot, killed all the passengers and blew up the plane. 

46 How did the police know that the crash was unusual? 
Because no one survived except Wong-yu Man. Because they found bullet holes in the plane. 
Because they took the plane out of the ocean. Because Wong-yu Man told them the whole story. 

 
     Crime analyses have been largely   47   through technological advances. Crime analysts historically used 
simplified maps to examine and monitor crime in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 Pin-mapping was used to locate what are 
now referred to as   48   of criminal activity. Computers now provide sophisticated analyses of criminal behavior and 
other aspects of crime and justice, which largely assist with crime   49   and law enforcement efforts. Computerized 
crime mapping vi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applications enables researchers to analyze multiple layers of 
data to   50   relationships among times, trends, shifts, ecological variables, locations, and other factors. 
47 abolished enlarged centralized enhanced 
48 margin hotspots flashpoint periphery 
49 prevention simulation communication distribution 
50 intensify qualify satisfy iden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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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察為偵辦詐騙集團，利用第三人秘密蒐集犯罪資料，下列何者不得為之？ 
發給工作費用，以爭取合作 定期或不定期聯繫，探詢工作情形 
必要時可同意參與詐騙，避免身分曝光 給予必要的訓練，提升蒐集資料的技巧 

2 下列何項犯罪經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者，尚非治安顧慮人口？ 
搶奪罪  酒醉駕車之公共危險罪 
恐嚇取財罪  毒品危害防治條例 

3 民眾對於警察行使職權之方法、程序，認為有損害其權益而提異議時，下列警察或民眾之處置作為何者

不當？ 
暫時停止執行 
異議如有理由，停止或更正執行 
製作異議紀錄表，經長官核定後郵寄送達當事人 
民眾如權益受損，得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 

4 下列情形，何者不得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宣告沒入？ 
與人鬥毆所持有之瓦斯噴霧器 不聽勸阻，擅自於他人土地釣魚所得之漁獲 
於非公共場所之職業賭場參與賭博之賭金 坐檯陪侍所得之小費 

5 舉辦下列活動，何者應先依集會遊行法申請許可？ 
大甲媽祖遶境活動 
富邦馬拉松活動 
反核團體在中正紀念堂廣場搭帳篷訴求停建核四 
偶像歌手在西門町辦理簽唱會 

6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調查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現行違反本法之行為人，警察人員得即時制止其行為，並得逕行通知到場；其不服通知者，得強制其

到場 
警察機關為調查違反本法行為之事實，應電話通知嫌疑人到場，並得通知證人或關係人 
警察機關因警察人員發現、民眾舉報、行為人自首或其他情形知有違反本法行為之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 
嫌疑人於審問中或調查中得委任代理人到場。但法院或警察機關認為必要時，仍得命本人到場 

7 警察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查證某甲身分，某甲於受檢時拒不配合查證，警察遂將某甲帶回派出所查證，某

甲刻意將查證時間拖延將近三小時，始陳述不實之身分資料，警察經查身分不符，但其時間已屆 3 小時，

警察應如何處置最為適當？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應任其離去 
依刑法妨害公務逮捕移送法辦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逕行調查，並依第 67 條妨害安寧秩序裁罰 
依行政執行法實施管束 

8 有關警械之許可定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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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列何機關定之？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 經濟部商品檢驗局 行政院 

9 某養生會館違法經營色情營業，經市府主管機關多次查獲，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市府遂執行斷水

斷電之行政作為，係屬： 
直接強制 間接強制 即時強制 代履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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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列行為，何者違反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之規定？ 
公務人員之配偶或一親等直系血親為公職候選人時，以眷屬身分站台未助講 
公營事業機構之純勞工利用公司所有印刷設備為公職選舉特定候選人印製宣傳海報 
公務員於出差返程時，參加公職選舉候選人競選遊行拜票活動 
公務人員之配偶擔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總幹事 

11 有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行為專處罰鍰或申誡之案件，警察機關於訊問後作成處分書，行為人如有不服，相

關救濟規定何者錯誤？ 
得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 5 日內，以書狀敘明理由，經原處分之警察機關，向該管簡易庭聲明異議 
簡易庭認為聲明異議不合法定程式或聲明異議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不合法定程式可補正

者，應定期先命補正 
簡易庭認為聲明異議無理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認為有理由者，以裁定將原處分撤銷或變更之 
不服簡易庭關於聲明異議所為之裁定，得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 5 日內，以書狀敘明理由，經裁定之簡易

庭，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 
12 內政部警政署依警察法執行全國警察行政事務並掌理全國性警察業務，下列何者非內政部警政署所掌理之警

察業務？ 
關於拱衛中樞及協助地方治安之保安警察業務 
關於保護外僑及處理涉外案件之外事警察業務 
關於各級法院及檢察署之法警業務 
關於防護國營鐵路、航空、工礦、森林、漁鹽等事業設施之各種專業警察業務 

13 依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勤務執行前應舉行勤前教育，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簡易勤前教育：以分駐所、派出所為實施單位 基層勤前教育：以警察分局為實施單位 
聯合勤前教育：以警察局為實施單位 專案勤前教育：於執行臨時特定勤務前實施 

14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之執行由何者為之？ 
法院簡易庭  法院簡易庭或警察機關 
警察機關  地方法院檢察署 

15 有關集會遊行時，負責人與糾察員之責任，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集會、遊行時，糾察員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由糾察員與行為人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負責人得指定糾察員協助維持秩序 
其集會處所、遊行路線於使用後遺有廢棄物或污染者，並應負責清理 
負責人應於集會遊行時親自在場主持，維持秩序 

16 有關警察人員之撫卹，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在執行勤務中殉職者，其撫卹金基數內涵依其所任職務最高等階年功俸最高俸級計算，並比照戰地殉職人

員加發撫卹金 
在執行勤務中殉職者之慰問金，不得低於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發給慰問金之二倍 
警察人員在執行勤務中殉職者，其子女應給與教養至成年。如已成年仍在學者，繼續教養至研究所畢業

為止 
領有勳章、獎章者，得加發撫卹金 

17 依警察勤務條例，由服勤員警在一定位置瞭望，擔任警戒、警衛、管制，並受理報告、解釋疑難、整理交通

秩序，為下列何項勤務？ 
守望 值班 臨檢 備勤 

18 警察勤務條例有關警察勤務機構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警察分駐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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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分局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行機構，負責規劃、指揮、管制、督導及考核轄區各勤務執行機

構之勤務實施，並執行重點性勤務 
警察局為勤務規劃監督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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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警察責任區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由員警一人負責 

19 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例規定使用警械，因而致第三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應由各該級政府支付相關

費用，下列何者錯誤？ 
核實支付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之醫療費 造成受傷、身心障礙或死亡之慰撫金 
失能或減少勞動能力之損害賠償費 財物損失補償金或死亡之喪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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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下列何者，非警察勤務督導之目的？ 

激勵服勤人員工作士氣  偵查與防制犯罪 
指導工作方法  考核勤務績效 

21 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促進人民福利，此四者何者為輔助任務？ 
維持公共秩序 防止一切危害 促進人民福利 保護社會安全 

22 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 666 號解釋所示平等原則之意旨，乃於 100 年修正社會秩序維護法原只罰娼不罰嫖之規

定，修正後，除符合修正條文第 91 條之 1 規定者外，對於娼嫖之處罰規定為何？ 
娼嫖俱罰 娼嫖俱不罰 罰娼不罰嫖 罰嫖不罰娼 

23 對執行職務違反警械使用條例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之警察人員，政府有求償權，對此求償

權，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政府應行使求償權，否則圖利員警 不論故意或過失均得求償 
限出於故意時，始得求償 員警構成刑責始得求償 

24 甲警員為替其好友討債壯聲勢，竟於勤餘擅將配槍攜出，於談判餐廳遭警臨檢查獲，甲所為應如何處理？ 
依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移送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 
依警械使用條例處罰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處理 

25 依警械使用條例，下列何者情形不應使用警刀或槍械？ 
協助偵查犯罪，或搜索、扣押、拘提、羈押及逮捕等須以強制力執行時 
依法令執行職務，遭受脅迫時 
戒備意外 
騷動行為足以擾亂社會治安時 

26 人民因執行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失時，得請求補償。有關補償請求權

之行使，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損失補償，應以金錢為之，並以補償實際所受之特別損失為限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2 年內向執行機關請求之 
自損失發生後，經過 5 年者，不得請求 
對於執行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不服者，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 

27 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後，應自何時起至投票日止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 
自候選人辦理登記之日起 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起 
自競選活動開始之日起  投票日前一週 

28 下列有關警察職權行使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職權行使法係依「警察法」規定制定的 
本法於其他司法警察人員執行職務時，準用之 
本法所稱警察，係指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總稱 
本法所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限指地區警察分局長，不含相當職務以上長官 

29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惟其時間不得逾 3 小時，此時間

自何時起算？ 
自攔停時起算 
自到達勤務處所時起算 
依第 7 條第 2 款、第 3 款之方法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起算 
自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律師到達時起算 

30 經許可之集會遊行，現場有違反許可限制事項時，主管機關之作為不包含下列何項？ 
命令解散 撤銷許可 制止 警告 

31 長官違法要求公務人員從事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所禁止之行為，公務人員經向該長官之上級長官提出報告，

惟未獲依法處理；未依法處理者，以失職論，該公務人員並得向何機關檢舉？ 
考試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監察院 各地方法院檢察署 

32 下列何者，係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所未禁止者？ 
公務人員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公務人員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 
公務人員介入黨政派系紛爭 公務人員公餘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33 有關警察人員之陞遷，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人員之陞遷，依資績並重、內陞與外補兼顧原則辦理 
警察人員具有特殊功績者，應予陞職。並由內政部召開會議公開審議之 
警察人員之陞遷，不適用公務人員陞遷法之規定 
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由內政部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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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下列何者不屬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5 條規定得定期實施查訪之對象？ 
經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之竊盜犯 經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之詐欺犯 
經執行完畢或假釋出獄之妨害自由犯 輔導期滿之流氓 

35 依警察人員人事條例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官、職分立，官受保障，職得調任，非依法不得免官或免職 
警察官等為警監、警正、警佐。各分一、二、三、四階，均以第一階為最高階 
擬任警察官前，其擬任機關、學校應就其個人品德、忠誠、素行經歷及身心健康狀況實施查核 
警察人員由內政部管理，或交由直轄市政府管理 

36 不服警察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者，得依法聲明異議，下列有關聲明異議之方式，何者錯誤？ 
應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5 日內為之 應以書狀敘明理由 
應向原處分警察機關之上級機關為之 應經原處分之警察機關向該管簡易庭為之 

37 警監職務之遴任，屬下列何機關之權限？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 銓敘部 總統府 

38 行政執行法有關義務人滯欠達一定金額，其財產不足清償其所負義務，且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度者，行政

執行署或分署得依職權或利害關係人之申請對其核發之禁止命令（禁奢條款），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禁止購買一定金額以上之商品或服務 禁止贈與或借貸他人一定金額以上之財物 
禁止為特定之投資  禁止居住一定價值以上之住宅 

39 依行政執行法規定，對於人之管束時間，最長不得逾幾小時？ 
不得逾 8 小時 不得逾 12 小時 不得逾 24 小時 不得逾 48 小時 

40 下列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違反本法行為，不問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 
違反本法行為出於過失者，不得罰以拘留，並得減輕之 
經營特種工商業者之代表、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關於業務上違反本法之行為，得併罰其營業負責人 
為維護公共秩序，確保社會安寧，防止一切危害，增進人民福利特制定本法 

41 對於非法或違反集會遊行法者，警察機關處理之程序？ 
逕行命令解散  逕行強制驅散 
警告、制止、命令解散  勸導、制止、警告、命令解散。 

42 下列何者不得依警械使用條例使用警械？ 
警察 憲兵 調查局人員 保全員 

43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1 條規定，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得經由何者書面同意後，進行觀察及動態掌握等

資料蒐集活動？ 
警政署長 警察局長 警察分局長 檢察官 

44 警察行使下列職權，何者應由機關主管長官同意，始能為之？ 
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相關資料 
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予以攔停 
對滯留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預備、著手實施重大犯罪或有人犯藏匿之處所者，查證其身分 
因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有迫切之危害，非進入不能救護時，進入住宅、建築物或其他處所 

45 行政執行之禁止命令（俗稱禁奢令），係由何機關發出？ 
地方法院 行政法院 法務部 行政執行署或分署 

46 下列何者非警察人員之俸給？ 
超勤加班費 本俸 專業加給 年功俸 

47 警察對下列何項情形，不得為管束？ 
酒醉意識不清，倒臥路旁 竊盜被逮捕，羞愧意圖自殺 
與鄰居發生糾紛，企圖引火燒屋 行車糾紛，雙方在路旁互相叫囂 

48 有關使用警械之主體，下列何者錯誤？ 
機關學校團體之駐衛警察，並非正式警察人員，不得使用警械 
保全人員僅得使用警棍或電器警棍 
警察機關內之一般行政人員不得使用警械 
執行軍、司法警察職務之憲兵執行職務時，得使用警械 

49 下列之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何者得減輕處罰？ 
未滿 14 歲之兒童 心神喪失之人 瘖啞人 肢體障礙之人 

50 下列何者，非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處罰種類？ 
罰金 申誡 沒入 拘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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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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一早上你擔服某主要幹道路口 7-9 時之交通指揮勤務，到達該地點時你發現該路

口號誌故障不亮，各行向車輛互不相讓，造成路口交通打結壅塞，且路口有兩部

違規停車影響車流順暢（車主均不在場），請問你該如何處置以有效疏導交通？

（20 分） 

二、深夜一點多，張先生於巷口遇到剛從附近喝酒後之甲乙二人，因藉酒意於街道大聲

咆哮，張先生出言勸阻，引發甲不滿而痛毆張先生，過程中乙雖未動手毆打，但未

拉阻甲之傷害行徑，竟還在旁吆喝「打給他死！」，導致張先生重傷昏迷倒地，隨

後甲乙即搭計程車離去。張先生經路人發現後送醫，因傷重不治死亡。你負責調查

本案，如何偵查得知涉案之甲乙二人真實身分並還原案發經過？（20 分） 

三、你與同事正執行汽車巡邏時，發現一部汽車忽快忽慢，且駕駛人東張西望似在找尋

目標時，身為帶班的你，試問：欲發動攔檢及執行盤查，應注意何程序與要領？

（10 分）如該車輛拒絕攔檢加速逃逸時，你應如何處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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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你擔服派出所備勤勤務，擔服值班勤務之同事因昨晚擔服深夜勤相當疲勞，影響勤務執行，你應採取下

列何種作法最為適當？ 

向所長報告該同事在偷勤 

無可奈何，只好自嘲是發揮同事愛，勉強幫忙處理值班勤務 

把自己備勤的任務做好，不用理會 

向所長報告變更勤務，改由你擔服值班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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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接獲報案前往處理一件疑似民宅竊盜案件，抵達現場後發現大門門鎖已被破壞，而屋主站立於門前靜

候警察到場，不敢貿然進入屋內。你在現場處理應有之態度為何？ 

民宅竊盜相當普遍，施以簡略現場勘察即可，時間與心力應投注在重大刑案之偵查 

應推定罪犯必留跡證於現場內，並且應設想現場內可能有命案或凶器等嚴重之情況 

可先通知新聞記者到場，經案情報導後可增加民眾的注意力，以利竊嫌之追緝 

查明屋主身分地位，再決定現場處理之嚴謹程度 

3 在春節期間，某一風景區發生了二團外籍旅客為搶搭火車，而相互推擠爭吵不休。對此，下列警察之處

置何者正確？ 

以傷害罪之現行犯加以逮捕 以聚眾不解散罪之犯行加以偵查 

以社會秩序維護法加以制止、調查 因違反國內法規予以驅逐出國 

4 有一嫌犯搭乘捷運到達車站，剛下車，就擅自拿取第二月台牆邊的一瓶滅火器，朝月台安全閘門猛砸，

隨即又拿取第二瓶滅火器，幾近瘋狂地追逐過往旅客，大聲叫囂作勢打人，嚇得旅客四處奔逃，最後將

滅火器砸向月台閘門，滅火器彈落卡在列車與月台縫隙間。下列警察處置何者正確？ 

發現後，即全程錄影存證 待捷運公司提出告訴，即為偵查 

嫌犯已構成放火罪之現行犯，即行逮捕 制止其暴行，調查其危害行為 

5 你執行常態性交通疏導勤務，於勤務時間結束時，遇執勤地點交通狀況仍呈複雜狀態時，下列何者是正

確的處理方式？ 

勤務時間已結束，即自動離開下勤務 將現場交通狀況以無線電通報後就離開 

仍應俟交通狀況恢復正常後始得離開 勤務時間結束後觀察 1 分鐘後再離開 

6 菸害防治新法已實施，你擔任值班勤務時，接獲民眾來電指稱○○餐廳內違法擺設菸灰缸，你應如何處

理？ 

通知線上巡邏員警前往查看 

通知所內備勤員警前往查看 

依規定受理後，記錄於受理民眾各類報案紀錄簿備查 

依規定受理後，通報管轄衛生機關派員處理，製作通報紀錄，並告知報案當事人 

7 你今天執行勤區查察勤務，向管轄區民眾核對戶籍資料，民眾要求你出示警察服務證時，應如何應對？ 

執行公務，有穿著正式警察制服及攜帶警用裝備，不用再出示服務證件 

不予理會，繼續向民眾索討戶口名簿等資料 

暫停本次查察工作，註記於家戶訪查簿，改至下一戶進行查察 

出示服務證件，並委婉向民眾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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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戶外竹林叢中發現一具無名屍體，你是偵查處理人員，檢察官要求提供案發時間訊息，你應依據下列

那一種情況以有效研判？ 

屍體的指紋 屍體變化之情形 現場氣候與溫度 屍體之 DNA 

9 你在派出所值班時，受理民眾被歹徒假冒公署匯款詐欺案件，下列處置何者正確？ 

假冒官署公文書應交代被害人妥為收存作為證物 

確認帳號直接去電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攔阻款項提領 

報請 165 專線協助圈存攔阻款項提領 

通報分局承辦人填寫受理報案三聯單 

10 你是偵查隊偵查佐，受理甲對乙實施侵占案件之告訴，由於事件發生已經 3 個月，甲乙雙方各執一詞，

且都無法提出確實被害或對己有利之證據，你應如何處理最適當？ 

請甲乙雙方回去再蒐集對己有利的事證或人證，以辨是非 

告知甲乙雙方勿浪費司法資源，應循地區調解委員會解決 

依乙提出侵占告訴意旨，將甲移送管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 

因為犯罪證據不明確，將案件函送管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處 

11 你是派出所值班警員，有民眾報案稱轄區內發現一具老翁之無名屍體，下列案件處理程序何項正確？ 

通知巡邏或備勤人員至現場處理，並封鎖現場 

若屍體在戶外，儘速進行屍體及現場拍照後，將屍體移至屋內 

如無法確定死者身分，進行捺印指紋及採樣 DNA，以比對身分 

若屍體在屋內，可逕自進入屋內，毋庸通知屋主到場 

12 你在交通事故處理現場發現路面有一小灘的油漬，且有輪胎通過留下的印痕，勘察發現該印痕斷斷續續

間隔出現，請問從這些印痕間隔可以幫助你作何判斷？ 

推估肇事原因 推估撞擊程度 推估行車速度 推估輪胎尺寸 

13 你正擔服派出所值班勤務，轄內里長甲前來拜會表示兒子將於 5 天後舉辦婚宴，前來詢問如何申請於自

宅門前巷弄擺設筵席，你該如何處理較為適當？ 

請甲填具集會遊行申請書及檢附相關資料，陳報分局集會遊行承辦人審核 

依據集會遊行法規定之申請期限及本案屬性，委婉告知甲另擇良日 

請甲填具臨時使用道路申請書及檢附現場圖，陳報分局交通業務承辦人審核 

委婉告知甲於道路擺設筵席將依法舉發，請另擇適當處所辦理 



 代號：60130
頁次：4－4 

14 你於路檢攔停一自小客車後發現，該車輛排氣管發出異常噪音，研判應為改裝排氣管所致，駕駛人並非

車主且稱不確定該排氣管是否經改裝，你應如何處置？ 

通知車主立即到場，查明是否違規改裝排氣管後，再決定是否舉發 

未發生交通事故情形下，對駕駛人施以勸導後免予舉發 

拍照後另函監理機關查明，現場不予舉發，人車放行 

依變更排氣管，予以舉發及扣留該車 

15 你在派出所擔服值班勤務，受理民眾甲未領牌照之新車失竊案，本案應由下列何單位建檔？ 

監理所（站） 警察分局偵查隊 警察分局交通分隊 刑事警察局 

16 你接獲民眾報案前往處理騎樓設置廣告牌路霸現場，發現行為人在現場，並表示廣告牌擺放於住家前騎

樓並無違規，你應如何處置？ 

騎樓非屬道路範圍，應不予舉發 

騎樓屬道路範圍，製單舉發後並勸導行為人清除 

騎樓屬道路範圍，製單舉發後即可離開 

騎樓屬道路範圍，製單舉發後該廣告牌視同廢棄物，逕予清除 

17 派出所旁警用停車場有一輛機車長期停放，積塵銹蝕嚴重，所長請你想辦法清理，經查該輛機車係 3 年

前一件 A1 事故之扣押車輛，你應該如何處置？ 

以陳報單報請偵查隊，請示該案審理法院裁定發還車主或家屬 

查詢該案如已審結，通知家屬限期領回，如屆期未領回則公告拍賣之 

於該機車上張貼廢棄車輛限期清理通知，逾限由環保局依廢棄物清除 

通知車主或家屬請其簽具放棄所有權同意書，據以辦理公告拍賣事宜 

18 有 4 人分乘兩輛機車於十字路口發生交通事故，你抵達現場處理時，下列何者是你應最先做的工作？ 

查訪目擊者 檢查車損情形 確認騎乘者身分 了解路況 

19 執勤時若需防止車輛高速衝撞或逃逸，你會優先採用下列何種阻絕器材？ 

羊角釘 鐵拒馬 南非鐵絲網 蛇網拖車 

20 派出所接獲甲女報案，稱遭某報記者乙長期跟拍，曾多次勸阻，惟乙仍執意跟拍，不堪其擾，你奉派前

往處理，以下何種處置較為適當？ 

新聞自由為憲法所保障，請甲女忍耐 

涉嫌觸犯刑法第 315 條之 1 妨害秘密罪，依法偵辦 

跟拍行為已侵犯他人隱私，聯合線上警力前往逮捕乙 

審視跟拍行為是否已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移請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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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警察勤務，下列敘述何項錯誤？ 

每日勤務時間為 24 小時，0 時至 6 時為深夜勤，18 時至 24 時為夜勤，餘為日勤。延長服勤、停

止輪休或待命服勤，酌予補假 

勤務交接時間，由警察分局定之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 8 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視實際情形酌量延長之 

服勤人員每週輪休全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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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依據警察勤務條例，警勤區之劃分，除依據人口數外，不應參酌下列何種條件？ 

治安狀況、地區特性  警力多寡、工作繁簡 

貧富分布、經濟條件  交通電信設施、未來發展趨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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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部長 地區警察分局長 警察局局長 警政署署長 

4 有關警察實施家戶訪查，下列何者錯誤？ 

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應嚴守行政中立，並不得利用權力、機會或方法使他人加入政治團體或參

與協助政黨 

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所得資料，應保守秘密，不得洩漏 

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訪查，只要告知訪查事由即可，不需要著制服 

警察家戶訪查，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方法為之，不得逾越訪查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

訪查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 

5 警察勤務對於民眾私人行為和民事上的法律關係，原則是不予干預，這是何種原則？ 

警察目的原則 警察適合性原則 警察比例原則 警察公共原則 

6 下列何者是警察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行機構，負責規劃、指揮、管制、督導及考核轄區各

勤務執行機構之勤務實施，並執行重點性勤務？ 

派出所 分駐所 警察分局 縣市警察局 

7 警察勤務之實施，應晝夜執行，普及轄區，並以那一類警察為中心，其他各種警察配合之？ 

行政警察 刑事警察 交通警察 外事警察 

8 警察應視轄區面積及治安、地理、交通情形實施巡邏，下列何者非警察巡邏勤務方式？ 

船巡 空中巡邏 騎巡 潛水巡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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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列何者是警察行使職權的錯誤執行方式？ 

警察行使職權，得逾越所欲達成執行目的之必要限度，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適當方法為之 

警察行使職權已達成其目的，或依當時情形，認為目的無法達成時，應依職權或因義務人、利害

關係人之申請終止執行 

警察行使職權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 

警察行使職權，不得以引誘、教唆人民犯罪或其他違法之手段為之 

10 警察勤務執行前，應舉行勤前教育。下列何種類型，不是制式勤前教育？ 

基層勤前教育 聯合勤前教育 專案勤前教育 分段勤前教育 

11 警察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相關資料，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只能由縣市警察局長核准後實施 

蒐集工作結束後，警察應與第三人終止合作關係。但有事實，而有繼續進行蒐集必要且經核准者，

得繼續合作關係 

於相關法律程序中作為證據使用時，應依民事相關訴訟法之規定 

該第三人為證人者，並不適用關於證人保護法之規定 

12 依據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作業規範，下列那個單位沒有設立勤務指揮中心？ 

內政部警政署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 林口警察分駐所 

13 行政警察勤務區之劃分，下列何種業務警察得配合劃分責任區？ 

交通警察、消防警察  刑事警察、外事警察 

森林警察、環保警察  國境警察、鑑識警察 

14 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文中對警察勤務條例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警察勤務條例已非單純組織法，實兼有行為法之性質 

對人實施臨檢須有相當理由足認其行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例原則，不

得逾必要程度 

臨檢進行時，必須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行人員之身分 

臨檢進行前，不需要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 

15 保安警察派駐地方執行職務時，兼受縣市長指揮監督。其與當地警察機關之聯繫，下列敘述何種錯

誤？ 

保安警察依指揮監督機關首長之命令，執行特定警察業務，對當地警察機關居於輔助地位 

保安警察與當地警察機關基於治安或業務需要，得互請協助，關於勤務分配應會商行之 

保安警察協助地方治安，執行特定警察業務，對當地警察機關居於主導地位 

保安警察協助配駐地方警察行政業務，應受當地警察機關首長之指導 

16 下列何種情形，有關警察機關扣留之物得予變賣之敘述錯誤？ 

有腐壞或價值重大減損之虞 

經通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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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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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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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警勤區劃分，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依自治區域，以一村里劃設一警勤區；村里過小者，得以二以上村里劃設一警勤區；村里過大者，

得將一村里劃設二以上警勤區 
依自治區域，以二村里劃設一警勤區；村里過小者，得以三以上村里劃設一警勤區；村里過大者，

得將二村里劃設三以上警勤區 
依人口疏密，以 1000 人口或 500 戶以下劃設一警勤區 
依人口疏密，以 3000 人口或 800 戶以下劃設一警勤區 

18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路段，由服勤人員擔任臨場檢查或路檢，執行取締、盤查及有關法令

賦予之任務，稱為什麼勤務？ 
地區守望 街頭巡邏 臨檢 備勤 

19 有關警察勤務，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勤區查察為個別勤務，由警勤區員警專責擔任 
巡邏、臨檢、守望、值班及備勤為共同勤務，由服勤人員按勤務分配表輪流交替互換實施之 
共同勤務得視服勤人數及轄區治安情形，採用巡邏及其他方式互換之，但均以臨檢為主 
警察勤務條例依據警察法第 3 條規定制定之 

20 勤區查察方式的改變是因應社會變遷有所調整而改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以往戶口查察有侵犯民眾隱私之嫌 
於警勤區內，由警勤區員警執行之，以家戶訪查方式為之 
擔任犯罪預防、為民服務及社會治安調查等任務 
家戶訪查辦法，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定之 

21 警勤區之基本資料，所謂「一圖」是何者正確？ 
警勤區轄境圖 治安斑點圖 家戶訪查圖 人口動態趨勢圖 

22 警察分局每半年應實施警勤區員警家戶考詢 1 次，考詢內容不包括下列對象或狀況？ 
轄區重要人士  轄區治安概況  
轄區重大或連續犯罪人口 轄區家暴或失蹤人口 

23 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適用於各縣市警察局。至於本條例之於各專業警察機關之勤務為何？ 
各專業警察機關執行各該專屬勤務時準用之 
各專業警察機關另行制定各該專屬勤務之規定 
各專業警察機關執行各該專屬勤務時，因地制宜，有些適用，有些不適用 
各專業警察機關執行各該專屬勤務時，不需要有類似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 

24 員警於捷運車站巡邏，發現一名疑似精神疾病之男子，在月台上意圖自殺，應該採取何種處置？ 
私人行為，不予干涉   
聯絡捷運保全人員，向前制止其行為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為保護其生命，得暫予管束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命令其離開車站 

25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警察執行勤務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民眾查證其身分，下列敘

述何者錯誤？ 
合理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者 
不論是否為營業時間，警察都可以進入公眾得出入之營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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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員警執行巡邏勤務時，接獲民眾兇殺案件報案，當第一時間抵達現場，發現有人死亡，有人受傷，

下列何種處置作為應該最優先？ 

報告分局長  通知葬儀社  

通報消防單位派救護車，將傷者送醫 通知家屬 

27 我國警察勤務條例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最新修正時間是民國 96 年 7 月  

是依據警察法第 4 條規定制定 

總共條文 30 條   

各級警察機關應擬定實施細則，陳報其上級警察機關核准施行 

28 對於轄區治安顧慮人口家戶訪查不遇，下列作法何者錯誤？ 

以書面或電話再約定時間查訪 最好於晚上 10 點前實施家戶訪查 

申請拘票，拘提之  如果行蹤不明，應通報協尋 

29 警勤區員警對於新遷入人口、失蹤人口、身分不明人口以及有刑案紀錄者實施家戶訪查時，下列那

一事項是正確的？ 

新遷入人口基本資料將由勤區查察處理系統，主動以新增訊息方式通知，警勤區員警接獲通知後，

應主動於 3 個月內實施現地訪查 

警勤區員警接獲受理失蹤人口報案通報後，應於 3 日內前往訪問關懷家屬，並至少每 3 個月訪查 1 次 

警勤區員警應隨時使用電腦核對治安顧慮人口等特別具有記事人口資料，於戶卡片目錄註記「記

事 1」，並依警察勤務條例實施查訪 

身分不明人口如經比對或查詢無法得知身分時，為因應個人資料保護法之施行，處理人員不得以

數位相機拍下該個案照片，而是應盡速利用大眾傳播工具，加以宣導、查尋 

30 有關家戶訪查對於屢查不遇人口通報作業程序，下列事項何者是正確的？ 

家戶訪查應於日間行之，但屢查不遇人口（3 次以上），經與受查訪人約定時間查察（得於任何時

間）者，不在此限 

有關居住事實之認定、虛報遷徙登記、撤銷遷出等業務，依戶籍法施行細則第 2 條之 1 暨戶籍法

第 25 條、第 54 條規定均屬警察機關權責 

警察機關對虛報遷徙人口處理，僅於家戶訪查發現疑似未按址居住情事時，基於協助互惠原則，

得將查訪情形通報戶政事務所依權責查處 

警勤區員警可以連線勤區查察處理系統，擬訂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利用間接訪查詢問訪查未遇

人口可能在家時段，再次擬訂腹案日誌表，並於戶卡片副頁及日誌表註記第 2 次查訪，儘量規劃

同時段前往查訪後，將日誌表陳請分駐（派出）所所長核定，納入勤務編排 

31 警察職權行使法對於攔檢盤查的依據，在該法第 6 條有明確的規定，其部分內容略為：「其地點由

警察機關主管長官指定之」，有關指定的要件內容，下列那一項非屬之？ 

處理重大公共安全而有必要者 以防止犯罪而有必要者 

處理社會秩序事件而有必要者 以偵查犯罪而有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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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關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3 條第 3 項之規定，主要是在禁止以引誘教唆違法手段達到警察目的，因而，

警察執勤若使用「陷害教唆」的執勤方式應該被禁止。該條文的規定係要求警察執法應遵守下列那

項原則？ 

警察目的原則 誠信原則 比例原則 保留原則 

33 依據警察勤務條例及學者專家之著作，有關勤務督導之規定下列何者正確？①各級警察機關為激勵

服勤人員工作士氣，指導工作方法及考核勤務績效，應實施勤務督導及獎懲 ②黎明、黃昏、暴風、

雨、雪、重要節日及特殊地區，應加強勤務督導 ③勤務督導分為駐區督導、專業督導及聯合督導 

④根據各國警察監督的方法，可分為外勤及內勤兩類。外勤的監督方法包括警用電話（無線電話）

的使用、巡邏箱（線）使用、實地考察等；內勤監督方法包括上下班及請假查考、工作數量記載、

工作辛苦程度等等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34 有關巡邏勤務之準備與執行階段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①遇可疑人、車，實施盤查時，得採取必

要措施予以攔停人車、詢問基本資料、令出示證明文件；若有明顯事實足認有攜帶傷害生命身體之

物，得檢查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②執行機車巡邏時，防彈頭盔部分：戴安全帽，不戴防彈頭盔；如

執行特殊勤務時，由派出所所長視治安狀況決定 ③夜間到達巡邏點時，不要馬上簽巡邏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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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巡邏表時應注意背後有無安全顧慮 

④無論單雙警出勤前，均應自行檢查應勤裝備 

①②④ ①③ ②③ ①②③ 

35 有關員警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96 年 3 月 21 日警署行字第 0960052743 號函頒修正「警察機關受理 e 化

平臺作業要點」，運用該平臺資訊系統，進行案件受理、資料輸登、通報及查詢等處理工作，全程

以電腦管制作業。下列之 e 化平臺的各系統作業內容，何者有誤？ 

一般刑案作業系統：一般刑事案件受理、筆錄製作、報案三聯單製作及刑案紀錄表輸入等作業 

失車作業系統：汽、機車失竊案類之受理、筆錄製作、四聯單製作及刑案紀錄表輸入等作業 

兒少脫逃作業系統：兒少脫逃及受虐或性侵害案件受理、筆錄製作及相關表單輸入等作業 

查捕逃犯作業系統：查捕逃犯之查詢、緝獲登輸、通報及要案專刊查尋等作業 

36 警察勤務中有關於勤務指揮中心的運作，下列之敘述何者錯誤？ 

各級警察機關之勤務指揮中心，統一調度、指揮、管制所屬警力，執行各種勤務。轄區內發生重

大災害、事故或其他案件時，得洽請非所屬或附近他轄區警力協助之 

警察機關為掌握全般治安狀況，發揮勤務指揮管制功能，設置三級勤務指揮中心，其中警察局與

港務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屬於第二級 

勤務指揮中心之功能設計上，在英譯名有「C4I」之稱，其中 C4 是指揮（Command）、管制

（Control）、通信（Communication）、電腦（Computer）的意思；I 是指情報資料（Information）

的處理、分析與運用 

各級勤務指揮中心自民國 68 年開始創立，三級開設時，由總值日官督導運作；非辦公時間由執勤

官代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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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若您執行值班勤務，下列那一工作項目，非您應有的職責？ 

駐地安全維護、通訊聯絡及傳達命令 

接受查詢、申請、報案（告）及犯罪嫌疑人、保護管束人等對象之保護、協管、移送 

應勤簿冊、武器、彈藥、通訊、資訊設備及其他裝備之保管 

防情警報傳遞、警報器試轉以及其他指定辦理事項（如收發公文） 

38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規定之「執行守望勤務作業程序」，其執行要領何者正確？①準時現地交接班，

確實掌握守望要點周遭環境與治安狀況，並與其他勤務人員密切聯繫，相互支援 ②指揮整理交通

秩序或取締違規與攤販，應立於適當、明顯之處所，遇有可疑人車仍應處置通報 ③除特別規定及

事故外，不得擅離崗位，活動範圍可在周圍約 100 公尺內巡視 ④如處理事故須離開崗位時，應通

知其他勤務人員，以利相互支援 

①②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④ 

39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之「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有關查訪項目、查訪次

數、查訪期間等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實施查訪項目包括：1.查訪對象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2.其他有助於維護社會治安及防制

查訪對象再犯之必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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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增加查訪次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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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為行方不明者，

應通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協尋 

警察實施查訪，應選擇適當之時間、地點，以家戶訪問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並應注意避免影響

查訪對象之工作及名譽 

警察實施查訪，應於日間為之。但與查訪對象約定者，不在此限。實施查訪時，必須著制服，並

告知事由 

40 有關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9 條「蒐集公共活動參與者現場活動資料」之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本條文之立法，依其立法理由說明，係為防止有不法行為嫌疑之參與者，造成公共安全與社會秩

序之危害 

本條文賦予警察在集會遊行或公共活動中，有權攝影、錄音，此乃係因應人民言論之權利意識高

漲所造成的立法結果 

依本條文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為調查犯罪或其他違法行為，得保存攝影錄音資料之規定看來，

本條職權之行使，具有促進人民福利之作用 

依本條文規定所蒐集之資料，於活動結束後，應立即儲存於警政資料庫，俾利其他公務機關使用 

41 警察職權行使法對於警察職權的類型加以規範，可以分類為對人、對物、對處所、對其他（例如資

料傳遞、利用等）等不同方式，其中有關於對人的措施包括下列那幾種？①管束、驅離 ②蒐集資

料、鑑識身分 ③扣留、處置 ④拍賣、銷毀 

①②③ ①② ②③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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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警察勤務機構是警察勤務執行與監督的中心，亦是警察勤務發動的起始點，下列有關警察勤務機構

之規定，何者錯誤？ 

警察勤務機構，區分為基層機構、執行機構及指揮機構 

警察勤務區，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由員警一人負責 

警勤區依下列規定劃分：1.依自治區域，以一村里劃設一警勤區；村里過小者，得以二以上村里劃

設一警勤區；村里過大者，得將一村里劃設二以上警勤區。2.依人口疏密，以 2000 人口或 500 戶

以下劃設一警勤區 

刑事、外事警察，得配合警勤區劃分其責任區 

43 若您是警勤區員警，當您實施家戶訪查時，必須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的相關規定執行，

請問下列之敘述，何者正確？ 

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訪查時，勿須訪查之住居人、事業負責人或可為事業代表之人同意，即可進

入其適當處所辦理 

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訪查，應至受訪查對象生活、營業之場所，實地個別訪查。但警察所、分駐

（派出）所所長或警勤區員警，就家戶訪查事項，認為有必要時，得聯合所屬數警勤區，以聯合

訪查或座談會方式實施 

警勤區員警為執行家戶訪查，所建立之各類簿冊，得記錄訪查家戶之姓名、住居所、職業、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聯絡方式及其他執行公務所必要事項 

警勤區員警於家戶訪查所作成之資料，可供警察機關內部執行犯罪預防、為民服務或維護社會治

安使用，並可提供其他公務機關處理健保、稅務或地籍等使用 

44 101 年 5 月 31 日內政部警政署函頒修訂之「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中，有關勤區查察勤務

執行，下列何者正確？①勤區查察簽出後 30 分鐘、返所前 20 分鐘內，應至村里長服務處所、警勤

區內「巡邏簽章表」（二處以上）處巡簽 ②警勤區管轄範圍過大（如山地、偏遠地區）或其他特

殊原因，致繞巡警勤區治安要點有困難者，得另依轄區特性規劃繞行區域 ③勤區查察時應著制服、

攜帶服務證及下列裝備物品：1.無線電通訊器材：一律佩帶。2.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3.警勤區員

警聯繫卡。4.社區治安及為民服務意見表。5.家戶訪查簿。6.其他相關社區治安簡訊或政令宣導資料 

④家戶訪查之實施，應於日間為之，但與訪查對象約定者，得於 22 時前實施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45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7 條主要係承繼第 6 條之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那些措施：①帶往勤務

處所 ②搜索 ③詢問 ④逮捕 ⑤攔停 

①②③ ①③⑤ ②③④ ①③④⑤ 



 代號：5601 
頁次：8－8 

46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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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非侵入性鑑識措施包括：①採取指紋 ②採取唾液 ③抽血 ④錄影 

⑤錄音 

①④⑤ ①③④ ①②④⑤ ②③⑤ 

47 警察勤務是推展警察業務的具體行動，無論是勤務部署、運作、方式及規劃，皆有原則可循，下列

何種原則是正確的？ 

勤務部署以集中隱藏為原則 勤務運作以集權固定為原則 

勤務方式以攻勢破案為原則 勤務規劃以彈性效能為原則 

48 若您是派出所員警，依法在某路口執行路檢勤務，您依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之方法，仍無法查證被盤查人之身分時，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有關下列之措施何者錯

誤？ 

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時，應即向派出所所長或值班人員報告 

若被帶往處所查證之人為未成年，仍應即時告知其有指定親友或律師之權利 

如被帶往處所查證之人告知「無親友或不通知律師到場」，致不能執行通知者，自不必通知，惟

應於相關工作紀錄文件載明，並請其簽名 

查證身分時，若當事人拒絕、虛偽搪塞或拒絕到場，除使用強制力外，警察職權行使法並無罰鍰

或行政處罰之規定 

49 有關國、內外警察勤務的沿革，下列何者錯誤？ 

現代警察的起源可追溯到 1829 年英國皮爾爵士（Robert Peel）的改善首都及其近郊警察法案（An 

act for improving the police in and near the Metropolis） 

我國現代型態警察組織，大約在清朝同治年間傳入，有規模的設置從清朝光緒年間開始 

我國「警察勤務條例」於民國 61 年 8 月公布實施，「警察職權行使法」則於 92 年 12 月三讀通過，

翌年 6 月開始實施 

社區警政制度是近年來國內、外警政思潮的主流，它是一種警政哲學，實務界並無一致性的策略

或看法 

50 警察分局應利用各種集會或聯合勤教機會，對警勤區員警宣導落實家戶訪查工作，以期建立共識、

共信與共勉，以下何人應於勤前教育時，提示家戶訪查工作重點，檢討工作缺失，並隨時抽核員警

相關資料？ 

分駐（派出）所所長  分局長 

分駐（派出）所副所長 戶口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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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法警察詢問證人時，如證人與犯罪嫌疑人有下列何種情形時，不得拒絕證言？ 
曾為犯罪嫌疑人之三親等內之姻親 曾為犯罪嫌疑人之配偶 
與犯罪嫌疑人訂有婚約者 曾由犯罪嫌疑人為其法定代理人者 

2 依據刑事鑑識手冊，現場測繪順序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測繪宜先從重要跡證之相關位置開始 測繪宜先從現場開始 
測繪宜先從現場周圍開始 測繪宜先從微物跡證之相關位置開始 

3 依據刑事鑑識手冊，下列何者為物理鑑識工作項目？ 
引擎（車身）號碼重現之鑑定 油漆之鑑定 
輪胎印痕證物之鑑定  錄音內容完整性鑑定 

4 依據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料辦法，警察遴選第三人時，應以書面敘明規定事項，陳報下列何者核准後才能
實施？ 
該管檢察官 該管刑警大隊長 該管偵查隊長 該管警察分局長 

5 偵查犯罪，在人之清查中，下列那些對象應特別注意？①案件發生後，忽然態度失常者 ②在地方素行不良，
有前科資料者 ③對本案表現漠不關心者 ④案件發生後，突然生活奢華，吃喝玩樂不正常者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6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搜索軍事處所時，應會同下列何者共同執行為原則？ 
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檢察署 所在地之軍事法院檢察署 
該管憲兵單位  該軍事處所之直屬上級單位 

7 筆錄不得竄改、挖補或留空行，如有增刪更改，應由下列何者在其上蓋章或按指印？ 
製作人及偵查（副）隊長 受詢問人及偵查（副）隊長 
製作人及受詢問人  製作人、受詢問人及偵查（副）隊長 

8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以調查、訪問、觀察、搜索及現場勘察所得之資料證據，加以分析辨證的過程，係屬
下列何者？ 
偵查計畫 案情研判 偵查管理 情資管理 

9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案情研判的目的在瞭解犯罪嫌疑人及下列何者？①犯罪動機 ②犯罪行為 ③犯罪
過程 ④犯罪發展 ⑤犯罪習慣 ⑥犯罪特性 
①②③④ ①②③⑤ ②③④⑥ ③④⑤⑥ 

10 某派出所警員受理報案後初抵刑案現場，下列何者不是他應做的工作？ 
救護傷患 封鎖刑案現場 刑案現場勘察 追捕現行犯 

11 有關刑案現場保全之措施，下列何者正確？ 
刑案現場封鎖範圍一律採 3 道封鎖線  
刑案現場封鎖時，應派員於封鎖線內警戒 
刑案現場初期封鎖之範圍不宜太廣，以免蒐證無重點 
被害人親友一律限制於警戒封鎖線區 

12 依據 Holmes 與 Holmes（1996）的見解，下列何種犯罪類型不適合採用心理描繪技術？ 
戀童癖 性侵害案件 擄人勒贖案 缺乏動機之縱火案 

13 警察偵查少年事件時，應告知少年犯罪事實或虞犯事由，聽取其陳述，並應告知其有選任下列何者之權利？ 
輔佐人 辯護人 律師 代理人 

14 有關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適用對象為未滿 18 歲者 
適用對象為心智障礙者 
心智障礙或未滿 18 歲之被害人經社工人員訊前訪視認不適宜者即不適用 
社工人員應全程陪同，並給予被害人情緒支持，但在詢（訊）問中不得陳述意見 

15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下列何種情況不屬於家庭暴力？ 
離婚夫妻間的暴力行為  同居同性戀朋友間的暴力行為 
寄養父母對寄養兒童的暴力行為 妯娌間的暴力行為 



 代號：6601
頁次：4－2

16 警察機關受理性騷擾被害人報案時，下列何者非屬警察機關應即行調查的性騷擾案件？ 
加害人不明者 
知悉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者 
不知加害人有無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者 
涉及性騷擾罪（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第 1 項所定情事）者 

17 偵辦普通刑案之警察機關，如發覺案情複雜，得報請下列何者支援？ 
檢察官 刑事警察局 警察分局 警察局 

18 依據刑事鑑識手冊規定，最先抵達刑案現場的警察，應注意現場跡證及其相關位置，下列何者並非特別注意
事項？ 
現場物件之異常狀況  現場是否有潛伏指紋 
溫度、氣味、顏色、聲音等易於消失的跡證 門窗、電視、電燈、音響等設備之原始狀況 

19 案情研判時，下列何者比較符合自殺死亡之特徵？ 
屍體上有兩個致命傷口 
屍體手腕關節處或手肘關節處皮膚有多處傷勢輕微的猶疑切創 
屍體有兩種以上兇器之創傷痕 
屍體雙手有防衛性創傷 

20 下列何者是販毒者最容易用來判斷是否被司法警察跟監的依據？ 
故意闖紅燈測試跟監者是否也跟著闖紅燈 跟監者的服飾 
跟監者的人數  跟監者的身材 

21 犯罪偵查之過程，可區分為：①調查蒐證 ②犯罪發生 ③緝捕犯嫌 ④移送法辦 ⑤起訴審判，其先後順
序為： 
①②③④⑤ ②①③④⑤ ②③①④⑤ ②③④①⑤ 

22 關於現場查訪（Canvass）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訪問目擊證人時，應用「是與否」的封閉式詢問法，以提高查訪效率 
現場查訪與現場勘察為偵辦命案的基礎工作 
澈底而有效的現場查訪往往是破案的關鍵 
目的在瞭解案發之際及案發前後，有無出現任何可疑的人、事、物 

23 下列有關現場勘察人員對於住宅實施勘察採證之敘述，何者非適法之作為？ 
使用搜索票   
取得住宅管理支配之人或可為代表之人的自願性同意 
事先獲得檢察事務官同意 
使用鑑定許可書 

24 有關圍捕部署方式，下列何者不屬於警察機關執行圍捕任務規範之規定？ 
直接破門進入查捕方式部署 守望伺機進入方式部署 
隔空親情喊話方式部署  計誘圍捕對象開門方式部署 

25 有關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通訊監察期間即將屆滿，有繼續監察必要者，至遲於屆滿之 3 日前提出聲請 
偵辦販毒案件，聲請通訊監察，其期間每次不得逾 30 日 
重大案件經聲請得於私人住宅裝置竊聽器、錄影設備等監察器材 
通訊監察書，偵查期間由檢察官依職權核發 

26 監察通訊所得資料，應加封緘或其他標識，由執行機關蓋印，保存完整真實，除已供案件證據之用留存於該
案卷或為監察目的有必要長期留存者外，執行機關於監察通訊結束後保存多久，逾期銷燬之？ 
 3 個月  1 年  3 年  5 年 

27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有關監視的敘述何者錯誤？ 
監視工作不能中斷 
監視工作屬「固定觀察」 
監視工作目的在發現犯罪嫌疑人之不法行為，並掌握可能犯罪之證據及共犯等 
監視工作目的在瞭解對象之活動情形，並防止其逃亡及湮滅證據 

28 通緝犯為求脫逃追捕，竄入具有外交豁免權之駐華國際機構內，下列有關緊追在後的警察之作為或處置，何
者正確？ 
報請外交部同意，即可入內搜捕 為求時效，直接入內搜捕 
非經該國際機構負責人同意，不得入內搜捕 非經檢察總長同意，不得入內搜捕 

29 檢察機關與警察機關關於刑案移送聯繫上有所謂的「發交」、「核退」之情形，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核退」指警察機關移送案件給法院後，被法官退回之謂 
「發交」指檢察署交付案件給警察機關偵查之謂 
「發交」與「核退」僅係用語不同，內涵其實一樣 
「核退」之刑案，多數為檢察官直接受理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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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警察偵辦下列何種案件時，不可向檢察官聲請通訊監察書監控犯罪？ 

恐嚇取財  擄人勒贖 
販賣色情光碟  未經許可出借手槍之主要組成零件 

31 現役軍人、未滿 18 歲少年與滿 20 歲成人 3 人結夥以金光黨方式詐騙老婦人鉅額現金，得手正要離去之際，
為據報趕到現場的警察當場查獲，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少年移送該管少年法院或法庭 
現役軍人移送該管軍事檢察署 
滿 20 歲的成年人移送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 
 3 人並不屬於組織犯罪防制條例所稱的「犯罪組織」 

32 查贓資訊處理系統顯示甲在某當鋪所質當之勞力士手錶係贓物，下列有關司法警察人員之偵查作為，何者並
非適當？ 
到該當鋪查證是否確為甲所質當 
如果確是甲所質當，但甲係無任何前科的國中老師，應先以通知而非拘提方式請其到場接受詢問 
如果確是甲所質當，但甲為慣竊且行方不明，應直接以拘提而非通知方式強制其到場接受詢問 
如果確是甲所質當，不管其背景如何，直接聲請搜索票逮捕甲到案並搜索其住宅，以求擴大偵破 

33 有關犯罪手法的敘述，何者錯誤？ 
犯罪手法具有個化性   
犯罪手法具有習慣性 
住宅竊盜偷走多少現金，並非研判犯罪手法的要素 
竊盜犯的犯罪手法會因被逮捕服刑而有所調整 

34 下列何種質當物疑為贓物可能性較低？ 
同一物品反覆在同一家當鋪質當與贖回者 
高價的流行之物以低價質當，逾期不贖回或不延當者 
吸食海洛因前科者或吸毒被查獲者所質當之物 
流當之電子用品，其記憶體內存有重要或有紀念價值之資料者 

35 春安期間，埋伏的男警甲發現女性詐欺通緝犯乙匆忙返家，除了錄影存證外，並與趕來支援的男警丙與女警
丁一起進入乙宅進行逮捕。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這 3 位警察需要搜索票才能進入乙宅逮捕通緝犯乙 
進入乙宅執行搜捕的警察，在尚未找到通緝犯乙之前，先看見乙宅餐桌上放置 1 只長約 7 公分、高約 3

公分手提包，可打開搜索其內有無違禁品 
男警甲在乙宅密室發現躲藏在該處的通緝犯乙，乃當場予以逮捕，並進而由其本人附帶搜索乙之身體，以

防發生危害 
被逮捕的通緝犯乙被帶離住宅之際，要求更換合適衣服，執行搜索的警察同意所請，並將她帶到主臥室衣

櫥前。此時，警察可先打開衣櫥搜索有無危害警察安全的器物 
36 假設法官核發之搜索票准許司法警察搜索字畫大盜所租的倉庫，以扣押故宮博物院失竊的名畫<無題>，下

列有關敘述，何者正確？ 
於倉庫執行搜索的司法警察在未找到<無題>畫作前，發現與該畫一起遭竊、蓋有故宮博物院關防的<無題>

典藏證明書，得將該證明書扣押 
於倉庫執行搜索的司法警察在未找到<無題>畫作前，無意發現故宮博物院數年前遭竊的名畫<無相>，不

得將該畫扣押 
於倉庫執行搜索的司法警察未發現應扣押的<無題>畫作，乃於製作搜索證明筆錄後離開現場。兩小時後，

經檢舉人告知該畫可能藏在倉庫的地板下，可持原搜索票再進入搜索 
執行搜索的司法警察離開倉庫之際，直覺認為應扣押的<無題>畫作可能藏於停在倉庫前馬路旁收費停車

位的某輛汽車內，可直接打開該汽車後車廂逕行搜索 
37 法官核發之搜索票准許司法警察人員搜索販毒者甲之身體、住居所及附連之庭園，以扣押海洛因、量秤、帳

冊等等販毒相關證物。下列有關敘述，何者錯誤？ 
可搜索停在庭園內的汽車，以扣押證物 
可搜索甲的身體，以扣押證物 
可逕行搜索其他在場之人的身體，以查明是否有應扣押之證物 
執行搜索時，可禁止在場的人離開 

38 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下列有關執行通訊監察的敘述，何者正確？ 
依據本法規定，只有法官可以核發通訊監察書 
犯罪偵查時，司法警察可以根據法官核發的通訊監察書，在被監察對象住宅裝置竊聽器或錄影設備進行監

聽監錄 
檢警機關聲請通訊監察書被法院駁回者，不可聲明不服 
偵辦擄人勒贖案件時，警政署長得以口頭通知承辦的警察機關先執行通訊監察，再補聲請通訊監察書，以

爭取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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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有關跟蹤監視之作法，下列何者並非適當？ 
發現跟蹤對象脫蹤時，跟蹤人員應立即將脫蹤之時、地、情況等報告負責之指揮官 
夜間跟蹤時，跟蹤人員要經常在燈光明亮處行走，以利聯絡辨識 
當被跟蹤對象改變髮型、裝扮、服飾或駕駛之車輛時，跟蹤人員應確認並回報，以利其他人員跟蹤 
跟蹤人員應隨時記錄被跟蹤者在整個過程的行為舉止，以供辦案所需 

40 犯罪嫌疑人如為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陳述者，偵查中如未經選任辯護人，司法警察人員應通知何種依法設立
的機構，指派律師到場為其辯護？ 
檢察官改革協會 法律扶助機構 臺灣人權協會 法官改革協會 

41 下列何者對於證明甲開槍搶劫銀行具有證據能力？ 
甲被逮捕後接受詢問時，警察惡意不告知得選任辯護人所做的詢問筆錄 
證人乙在法庭上向審理法官表示聽說本案係甲所為之證詞 
電視名嘴根據其專業表示本案應係甲所為之陳述 
甲開槍搶劫銀行時，子彈恰巧射中在場的目擊證人丙之心臟。丙於臨終前，在警察全程錄音錄影下，指證

本案係甲所為之詢問筆錄 
42 警察根據監視錄影帶，拘提住宅竊盜嫌疑人甲及為其把風的太太乙到場，警察先詢問甲。下列何者屬於比較

正當而合法的詢問？ 
因為你沒有前科，只要自白認罪，我保證你絕對不會被檢察官起訴 
你是因家境貧窮而偷竊，如果自白認罪，根據我辦案的經驗（拿出相似案件的緩起訴書給對方看），被判

緩起訴的可能性很高 
如果你自白認罪，我們就不辦你太太。否則，你們夫妻會死得很難看 
如果你自白認罪，我們就放你太太，你的小孩就不會流落街頭當乞丐 

43 依據刑事鑑識手冊規定，有關勘察採證人員實施刑案現場勘察之作為，何者錯誤？ 
不管處理何種刑案，都要穿刑事現場勘察服 
處理重大刑案現場，宜設定明確動線，以保全現場跡證 
命案現場屍體之勘察，除初步了解死者身分及必要之紀錄外，應速報請檢察官處理 
爆裂物爆炸現場應會同刑事警察局爆裂物處理人員處理 

44 連棟別墅的第 3 棟遭歹徒侵入性侵女主人，何者非勘察採證的重點？ 
現場何處可採得生物性跡證 歹徒如何侵入這棟別墅 
被害者指甲內有無歹徒皮膚殘留 歹徒為什麼要性侵這位女主人 

45 甲男持木棍在套房內將女友乙毆打致死，現場何種跡證最有助於重建毆打過程？ 
乙女留在現場之血跡噴濺痕 從乙女衣服轉移到甲男身上的纖維 
甲男留在現場的古龍水味道 甲男掉落在現場的毛髮 

46 甲男與乙女入宿汽車旅館 319 號房，當天深夜 1 點乙女打 110 求救，表示受到甲男性侵害。警察據報後展開
偵查，下列何者是證明乙女遭受性侵害的直接證據？ 
在 319 號房垃圾桶內發現含有甲男精液之衛生紙 
登記住宿的櫃檯小姐指證乙女進入旅館時精神不濟之供述 
乙女指控甲男如何對她性侵害之供述 
乙女血液中驗出安眠藥成分之鑑定報告 

47 資料探勘為日益重要的偵查技術，其效率決定於資料庫的質與量以及檢索技術。下列有關資料庫之敘述，何
者正確？ 
我國已建置全民指紋資料庫 
資料庫愈能自動比對檢索與交互連結整合，資料探勘效率愈高 
電腦建檔之資料庫對於偵辦久未偵破的冷案並無助益 
透過自動比對系統篩選出指紋資料庫中某人之指紋特徵與命案現場遺留之指紋吻合，即可確定該人為犯罪

者，不需再經過人工判讀與偵查人員詮釋 
48 設 101 年 4 月 1、2、3、4 日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松山分局、北投分局、士林分局轄內，依序分別

發生歹徒由建築施工之鷹架侵入住宅偷竊之刑案各 1 件，竊走之財物價值，分別是 100 萬元、70 萬元、30 萬元
與 10 萬元。下列有關敘述，何者正確？ 
這 4 案應由最先發生且失竊財物額度最高的中山分局負責偵辦 
發生在松山分局轄內的竊案，承辦分局應於受理報案後 4 小時內通報刑事警察局 
發生在北投分局轄內的竊案，並非重大刑案 
這 4 件竊案一定是同 1 人或同 1 竊盜集團所為 

49 大陸領隊甲帶團在臺北旅遊時，與本地導遊乙發生衝突，進而毆打乙成傷，為趕到現場的警察以現行犯加以
逮捕。下列有關處置何者正確？ 
如果乙不提出告訴，表示案件不成立，警察可自行結案 
如果乙不提出告訴，其太太亦可就她先生被毆傷之事，對甲提出告訴 
如果乙不提出告訴，警察可自行將甲釋放 
基於不告不理原則，如果乙不提出告訴，警察不必進行蒐證 

50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下列何種案件不屬於重大刑案？ 
竊盜重要文件會影響社會安全情節重大之案件 深切影響社會治安、震撼社會人心之案件 
重傷害之案件  被竊人員係具外交身分之外籍人員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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