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13110-13610
30110-30710
50110-51310
70110-71010

全一張 
（正面）

等  別： 三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警察人員考試、高員三級鐵路人員考

試、三等退除役軍人轉任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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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一件事情，從不同的角度往往會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我們必須將心比
心，尊重、包容每一個觀點不同的人。請以「雅量」為題，就自我的認知、
經驗、省思，作文一篇，詳加闡述，文長不限。 

二、 公文：（20 分） 
試擬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函：為推動

「104 年校園周邊健康飲食輔導示範計畫」，請選擇國中、小學為示範學校
（不限示範校區數目），對於校園周邊之超商、早餐店、速食店及飲料店，積
極輔導業者開發及提供少油、少鹽、少糖之營養早餐，以維護學生身體健康。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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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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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組成語，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風聲鶴戾／獨占鰲頭／焚膏繼晷 光風濟月／信手拈來／珠聯璧合 
卓爾不群／如蟻附羶／痌瘝在抱 縱橫俾闔／怙惡不悛／孜孜矻矻 

下列選項內的詞語何者意義相反？ 
不知變通：削足適履、守株待兔 視死如歸：鼎鑊如飴、不避湯火 
沽名釣譽：公孫布被、矯俗干名 詩文拙劣：欬唾成珠、洛陽紙貴 

杜甫：「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
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關於此詩之敘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寫景由近及遠  時間由夜至晝 
由望嶽而想像登嶽之情景 前四句為動態描寫，後四句為靜態描寫 

少讀詩書陋漢唐，暮年身世寄農桑。 
騎驢兩腳欲到地，愛酒一樽常在傍。 
老去形容雖變改，醉來意氣尚軒昂。 
太行王屋何由動，堪笑愚公不自量。（宋陸游〈自嘲〉） 
由全詩語境加以玩味，各聯詩句何者自嘲意味最為明顯？ 
少讀詩書陋漢唐，暮年身世寄農桑 騎驢兩腳欲到地，愛酒一樽常在傍 
老去形容雖變改，醉來意氣尚軒昂 太行王屋何由動，堪笑愚公不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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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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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張 
（背面）

等  別： 三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警察人員考試、高員三級鐵路人員考

試、三等退除役軍人轉任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盃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皎如飛
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暉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擣藥秋復
春，姮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
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罇裏。（李白〈把酒問月〉） 
本文主旨與下列各項何者最為接近？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願為雙鴻鵠，分翅當高飛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禮記．經解》云：「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
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繆以千里。』此
之謂也。」根據上文，下列何者正確？ 
先王重視禮教，反對法律等有形的規範 
預先制訂完備刑罰，能夠有效阻絕人民犯罪 
政府應當放棄一切有形手段，使用無為而治的教化方式 
潛移默化是教化的最高境界，能在無形之中提升人的思想與行為 

孔子是因堅持以道自任和「士志於道」的理想，才使他無法被時君所用，才使他
四處碰壁，甚至有時候連生活都過得很淒慘，但他並未因此而喪失熱情與自信。
正因為他對自己理想的堅持，才為中國文化建立起一個用世不用世並不能決定人
格價值及其歷史地位的新標準，因而開啟了一個人可以不用世，仍然可以有人生
奮鬥的目標，仍然可以有偉大的理想，仍然可以賦予人生以豐富的意義，仍然可
以享有歷史崇高地位的士人傳統。（韋政通《孔子》）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孔子堅持理想，未受重用，理所當然 一個人不用世，便無貢獻社會的機會 
以道自任者，切不可喪失熱情與自信 學而優則仕，否則生活會過得很淒慘 

下列各選項文句均出自《老子》，何者最能表現其「正言若反、以退為進」的
哲理？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
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
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
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
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
其真不知馬也！」（韓愈〈雜說四．馬說〉） 
依上文，下列各組詞句中的「食」字，詞性與意義皆相同的是：①一「食」或盡
粟一石 ②「食」馬者 ③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④「食」不飽，力不足 
⑤「食」之不能盡其材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② ①①② 

承上題，本文意旨為： 
說明伯樂慨嘆天下千里馬難尋 
諷刺昏庸無能的執政者埋沒人才 
闡述千里馬必經淬勵磨鍊乃能行千里的道理 
傳達千里馬得伯樂之欣喜與未遇伯樂之悲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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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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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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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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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以下兩句中文翻譯成正確、通順、達意的英文句子。（每小題5分，共10分） 
開車時傳簡訊，不但危險也是違法的。 
自行車再度受歡迎的主要原因是運動需求。 

二、英文作文：請依提示寫一篇英文作文，文長至少 200 個單詞。（15 分） 
警察執行勤務時，如果和民眾溝通不良，容易因誤解而發生爭執甚至衝突。請寫一篇短
文，並舉例說明警察與民眾互動時，可以應用那些溝通技巧或原則來完成任務。 

乙、測驗題部分：（75 分） 代號： 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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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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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憲法基本上已揭示了國家形式，下列何者不屬之？ 
民主國 法治國 君主國 共和國 

2 依據地方制度法規定，直轄市市長如何產生？ 
 由市民依法選舉之 由行政院院長任命 由市議員選舉之 由內政部民政司派任 

3 直轄市政府辦理之自治事項有無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規發生疑義時，得聲請何者解決？ 
 司法院 立法院 行政院 監察院 

4 直轄市議會或縣議會議長，其產生方式為何？ 
人民直接選舉之  由市長提名經議會同意之 
議會議員互選之  立法院院長提名經議會同意之 

5 下列何者不是縣市申請合併改制為直轄市之法定必要程序？ 
 擬訂改制計畫 縣市議會同意 縣市住民公民投票同意 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 

6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3 項之規定：「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應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
發展。」下列何者主要目的在於實踐此一目標？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科學技術基本法 營業秘密法 公平交易法 

7 下列關於基本權主體之敘述，何者正確？ 
 凡自然人均應享有基本權，因此不分國籍，外國人也都可享有全部我國憲法所賦予之基本權 
私法人可作為基本權之主體，因此私法人亦得主張宗教自由、選舉自由與政治選舉權 
地方自治團體可主張享有工作權，而要求不經中央許可發行彩券 
自然人及私法人為權利義務之主體，固均為憲法保護之對象，但為貫徹憲法對人格權及財產權之保障，

於一定條件下，非法人團體亦為基本權主體 
8 憲法第 8 條規定，人民非經法定程序，不受逮捕、拘禁及審判，係屬下列何種權利之保障內容？ 
 居住自由 遷徙自由 生存權 人身自由 

9 依司法院解釋，有關平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立法機關得斟酌規範事物本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差別對待 
平等原則不只拘束行政權與司法權，也可以拘束立法權 
貨物稅條例規定僅對設廠機製之清涼飲料品課徵貨物稅，而未對非設廠機製者課徵貨物稅，不違反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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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平等原則 

10 自由旅行各地屬於下列何種憲法權利之保障內容？ 
 人身自由 通訊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 結社自由 

11 下列何者是考試院會議之成員？ 
 考試院秘書長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  
銓敘部部長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員 

12 憲法第 16 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針對上述基本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請願係人民向司法機關提起，並須由法院判決之 此之訴訟僅指公法事件之爭議 
訴願之標的為所有行政行為 訴願為法院外之救濟途徑 

13 關於憲法第 22 條之基本權保障概括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個人為己命名之自由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 個人工作選擇之自由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 
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權利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 個人之名譽權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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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有關集會與結社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憲法之集會自由規定，不及於遊行之自由 
集會與結社之不同處，在於集會為組成長期間之團體 
集會自由兼具消極防禦侵害權與積極請求集會地點之公物利用權 
人民團體之命名權，非屬憲法第 14 條結社自由所保障之範疇 

15 下列涉及人民工作權之法律規定，依司法院解釋，何者已侵害人民之工作權？ 
 限制中醫師不得以西藥製劑或西藥成藥為人治病 
對於航空人員經體格檢查不合格者，限制、暫停或終止其執業 
對於曾因觸犯故意殺人、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擄人勒贖、妨害性自主等特定罪名並經判決

罪刑確定之人，禁止其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 
禁止非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業 

16 司法院釋字第 696 號解釋，對於所得稅法關於夫妻非薪資所得強制合併計算之規定，與單獨計算稅額比
較，認為有增加稅負之情形，宣告相關規定違憲。本號解釋違憲審查之基準為何？ 
 信賴保護原則 實質平等原則 量能課稅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17 依公民投票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並無針對公民投票之相關爭議直接提起司法救濟的可能？ 
 公民投票案之領銜提案人 投票權人 
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檢察官 

18 依司法院釋字第 645 號解釋之見解，對於公民投票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立法院依法得提出公民投票之議案，違反憲法權力分立之基本原則 
全國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組織係置於行政院內，並非獨立之行政機關 
公民投票違反我國憲政體制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委員之任命，由各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荐，並不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19 對於行政院及其所屬行政機關之處分，人民認為有違法，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得向下列何者提起救濟？ 
 普通法院民事庭 行政法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普通法院刑事庭 

20 下列何種事項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預算 核能政策 租稅 薪俸 

21 有關憲法保障之罷免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職人員之罷免，得由原選舉區選舉人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但就職未滿 1 年者，不得罷免 
罷免案，一案不得為 2 人以上之提議，但有二個以上罷免案時，得同時投票 
罷免案之連署人，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連署人，其人數應為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三以上 
罷免案之投票，應於罷免案宣告成立後 2 個月內為之，但不得與各類選舉之投票同時舉行 

22 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有關國家賠償之損害賠償請求，若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協議不成立，被害人得： 
依民事訴訟法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依刑事訴訟法附帶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向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  向普通法院聲請假扣押 

23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何者有審判權？ 
 普通法院 行政法院 中央選舉委員會 司法院大法官 

24 下列何種人員得登記為公職人員選舉之候選人？ 
 現役軍人  替代役男 
就讀碩士在職專班之現職公職人員 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 

25 下列何者並非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第 4 條規定之國家安全會議出席人員？ 
 內政部部長 經濟部部長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總統府秘書長 

26 有關總統副總統選舉競選費用補貼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各組候選人選舉得票數達當選票數三分之一以上者，應補貼其競選費用 
每票補貼新臺幣 20 元。但其 高額，不得超過候選人競選經費 高金額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其補貼費用，應由該推薦之政黨領取 
候選人競選費用之補貼，應於接獲通知 3 個月內掣據，向中央選舉委員會領取 

27 行政院各部會之組織，應如何規範？ 
 由行政院頒布組織規程定之 由行政院擬訂準則，各部會依準則自訂組織規程 
以法律定之  行政院各部會自訂組織規程定之 

28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行政院對於立法院之決議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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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不屬之？ 
 法律案 預算案 媾和案 條約案 

29 下列何者無須經行政院會議議決？ 
 條約案 預算案 特赦案 法律案 

30 依行政院組織法第 3 條之規定，下列何者為行政院所設機關？ 
 考選部 審計部 銓敘部 科技部 

31 有關立法院院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任期至該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 立法院院長綜理院務 
立法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之 立法院院長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院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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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 

 得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得對負責之部會首長提出不信任案 
得對行政院院長及負責之部會首長提出不信任案 得以決議移請總統命行政院院長變更之 

33 依憲法規定，下列何者無向立法院提法律案之權？ 
 監察院 考試院 總統 司法院 

34 有關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時，就總統所提人事案，可不經討論，即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 
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時，是以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同意為通過 
被提名人未獲得立法院同意時，總統應另提他人咨請立法院同意 
全院委員會可就被提名人之資格及是否適任等相關事項進行審查與詢問 

35 依司法院解釋，律師懲戒委員會在性質上相當於設在下列何機關之初審職業懲戒法庭？ 
 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高法院 司法院 

36 依我國現行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我國司法院之規定，何者正確？ 
 司法院設大法官 15 人，並以其中 1 人為院長，1 人為副院長 
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司法院大法官，均適用憲法第 81 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 9 年，分屆次，一併計算 

37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規定，有關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審理案件，其可決人數之通過或決定，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解釋憲法，應有總額過半數出席，及出席人過半數同意 
宣告命令牴觸憲法，至少以出席人三分之二同意行之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應有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人過半數之同意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判決之評議，應經參與言詞辯論大法官過半數之同意 

38 下列何者不是司法權行使之範圍？ 
 民事訴訟之審判 公務員之懲戒 律師懲戒之覆審 審理總統罷免案 

39 依現行憲法之規定，關於監察委員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監察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論與表決，對院外不負責任 監察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監察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監察委員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行業務 

40 有關監察院審計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審計長審核行政院之決算，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 3 個月內完成 
審計長職務之性質與應隨執政黨更迭或政策變更而進退之政務官不同 
審計長由監察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審計長任期 6 年，依法獨立行使其審計職權，不受干涉 

41 A new bill urging US President Obama to push for observer       for Taiwan i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nterpol)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US Congress. 

squad  squat  statue  status  
42 A passenger plane was forced to make an emergency       yesterday after an air traffic control received a 

bomb threat. 
 exit landing  room  take -off 

43 After a fatal traffic accident, authorities urge motorists to obey road safety rules and       to vehicles with 
right of way. 
 bow dedicate  hail  yield  

44 A series of traffic control measures were       on all freeways throughout Taiwan during the Tomb-Sweeping 
Festival from April 3-6. 

dismantled  implemented  prosecuted  trespassed  
45 Taiwan and the Kingdom of Swaziland have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to cooperate on 

anti-terrorism, immigration affairs, and the prevention of human      . 
 hygiene longevity  probation  trafficking  

46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NPA) has decided to       the tasks of police officers to reduce their workloads. 
 besiege improvise  recruit  streamline  

47 The White House says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s removing Cuba from a list of state sponsors of terrorism. 
The removal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the president’s efforts to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esignate impress  normalize  tease  

48 One billion teenagers and young adults around the world risk losing their hearing by listening to loud music. The 
U.N. agency is asking young people to turn down the volume to prevent       damage to their hearing. 
 reluctant intimate  minor  irreversible  

49 A 100-year-old Japanese woman Ms.Nagaoka became the world’s first centenarian to complete a 1,500-meter 
freestyle swimming competition in a 25-meter pool. Her race was not a race of speed but of      , or not giving 
up. 
 frustration endurance  conference  allow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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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t least 33 miners are confirmed dead from an explosion at a coal mine in the Ukrainian city of Donetsk. Most 
of the injured miners are suffering from severe burns, smoke       and shock and are treated in the hospital. 
 ignorance paradox reception inhalation 

請依下文回答第 51 題至第 55 題： 
    French police on Thursday were hunting a trio of thieves who made off with a handbag containing 5 million euros 
(US$5.4 million) worth of Chanel jewels in a smash-and-grab on the highway between Paris and Charles de Gaulle 
Airport. A Taiwanese art collector was traveling in a taxi on Wednesday afternoon through a long tunnel   51   for 
robbery attacks on tourists stuck in traffic when the thieves smashed a car window and   52   her handbag. The 
1.3km Landy tunnel is taken by most people arriving at Charles de Gaulle Airport and heading into Paris and is the 
ideal spot for smash-and-grabs. 
    “It is often   53   delinquency. They aren’t afraid of anything, know the area and escape through emergency 
exits,” the source said. A driver distracted and talking on his cellphone, a handbag left on a passenger seat or luxury 
cars carrying tourists with possibly wads of cash on them are all easy   54  . 
    In February 2010, Christina Chernovetska, daughter of the then mayor of Kiev, was the victim of a similar 
robbery when a bag she said contained jewels worth 4.5 million euros was stolen from her. Saudi prince Abdul Aziz 
bin Fahd, the multimillionaire son of the late King Fahd,   55   victim to a spectacular armed raid on his convoy in 
Paris in August last year, in which 250,000 euros and diplomatic papers were stolen. 
51 anxious  eligible  notorious  strategic  
52 appreciated  com plimented kidnapped  snatched  
53 decent  global  local  vacant  
54 destinations  escapes  robberies  targets  
55 fell  murdered  rescued  stabb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56 題至第 60 題： 
    When the police chief in Tacoma, Wash. shot and killed his wife in a parking lot after years of abusing her, the 
shock from that event 10 years ago mobilized national support for a more aggressive response to domestic violence in 
police households. 
    While police officers today are more aware of the problem, the following is also true: In many departments, an 
officer will automatically be fired for a positive marijuana test, but can stay on the job after abusing or battering a 
spouse. 
    In the wake of the Tacoma killing,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efs of Police strengthened its efforts to 
persuade departments to adopt a set of model rules on domestic violence in their own ranks. Responding to concerns 
that domestic violence had long been treated more leniently than other forms of misconduct, the organization called for 
zero tolerance for abusers, tougher pre-employment screening and a separate set of procedures to ensure rigorous 
investigation of every accusation. 
    But police departments have been slow to adopt the rules. And while most officials say they treat domestic abuse 
by officers as they would any other form of misconduct, interviews and disciplinary records indicate that, in fact, 
punishment is often light and job loss uncommon.  
    Only a quarter of the 56 largest city and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s that responded to a recent survey have a 
distinct policy for domestic violence involving officers. And only one, Nashville, has adopted the entire model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PBS investigative news program “Frontline.” 
Three others — Charlotte, N.C.; Chicago; and Columbus, Ohio — follow most of its provisions. 
56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Domestic violence is rare among police officers.  
 It is illegal to abuse one’s spouse. 

One police officer shot and killed his wife.  
Pol ice departments are slow to police their own abusers. 

5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how many departments have a distinct policy for domestic violence concerning 
officers? 
 1 3  14  56  

5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ities has adopted the entire model policy? 
 Charlotte, N.C. Chicago  Columbus, Ohio  Nashville  

5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Punishment is often very severe for domestic violence concerning police officers. 

Police officers will be aut omatically fired for battering their spouses. 
Domestic violence has long been treated more leniently than other forms of misconduct.  
Domestic violence has been treated aggressively in the police departments.  

6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Tacoma, Wash. has adopted the entire model policy after the accident. 

An officer will be automatically fired for a positive marijuana test in many departments.  
An officer fired for battering his wife is uncomm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ost police departments have been slow in response to domestic violence in police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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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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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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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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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為面容姣好、活潑外向、已滿 20 歲之大學女生。他校男生 A 於某次校際交誼時

認識甲，對甲頗有好感，決心追求，乃屢次跟隨甲，想探知甲所住之地方。但甲卻

無意於 A，因此幾次勸告 A 不可跟蹤。某日 A 又跟蹤甲，恰巧甲與同班同學乙男

併行，乙男得知上情後，遂與 A 理論並在拉扯中將 A 推倒，但未致 A 受傷，路人

見狀速報警局。警察趕到後，將 3 人帶回警局，依法處理。問： 
警察可依何法將甲、乙、A 帶回警局？（7 分） 
警察可依何法處理 A？（7 分） 
警察應如何處理乙男？乙男可如何抗辯？（11 分） 

二、警察於週六夜間設點，對行經之車輛「逐車」攔停，經簡單詢問後發現駕駛人有酒

味者，即行要求酒測。該攔停點於警察法規上的名稱為何？有何法律規定之要件？

攔停酒測究係犯罪偵查或行政調查之行為？認定之理由為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 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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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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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種警察行政行為屬一般處分之性質？ 

查訪治安顧慮人口  公告特定路段禁止設攤  

管束酗酒泥醉者  撤銷集會、遊行之許可 

2 有關行政執行法管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管收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方法之一 

管收由移送機關聲請行政執行署裁定之 

不服管收之裁定，向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聲明異議 

管收期限不得逾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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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行有關警察機關組織與權限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警察廣播電臺屬機構之性質 

內政部警政署各保安警察總隊之組織，以組織通則定之 

警察派出所經上級警察機關授權得准駁集會、遊行之申請 

內政部警政署其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以辦事細則定之 

4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66 號解釋理由書認為：國家為避免性交易活動侵害其他重要公益，而有限制性交易

行為之必要時，得採何種法規範層級之保留，為合理明確之管制？ 

憲法保留 絕對法律保留 相對法律保留 非屬法律保留 

5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事件，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認有足以排除執行之權利時，得於執行程序終結

前，依法向管轄法院提起下列何種訴訟？ 

民事訴訟 行政訴訟 刑事訴訟 國家賠償訴訟 

6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查禁物得單獨宣告沒入 

營業罰均由地方法院簡易庭負責裁罰 

違反分則各條款之行為，不論故意或過失均應相同處罰 

滿 70 歲人違序，得減輕處罰 

7 有關拘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服拘留之裁定者，應向地方法院簡易庭提起聲明異議 

拘留裁定一經宣示或送達，應即時執行之 

拘留之執行時效為 3 個月 

在罰鍰應完納期限內，警察機關不得聲請地方法院易以拘留 

8 有關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使用警械前，均須穿著制服或出示身分證件，表明身分，並告知事由 

使用警棍指揮後，應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長官 

合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死亡，應由行為人自行負責賠償 

因重大過失違法使用警械，賠償義務機關仍不得向行為人求償 

9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罰之執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拘留之執行，即時起算，其始日不計時刻以 1 日論 

分期繳納罰鍰，以 15 日為 1 期，並以罰鍰總額平均分 2 至 6 期繳納之 

處罰之執行，由警察機關為之 

執行前之數確定裁處，由繫屬在先之警察機關製作合併執行書定其應執行之處罰，交付被處罰人，並

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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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司法院釋字第 718 號解釋文及理由書關於集會、遊行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憲法第 14 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以集體行動之方式和平表達意見，以形成或改變公

共意見 

為保障人民集會自由，國家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 

關於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已屬對人民集會自由之不必要限制 

以法律限制人民之集會自由，須遵守憲法第 8 條之保障行動自由權利規定 

11 下列何者得為室外集會、遊行之負責人？ 

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經宣告緩刑者 

19 歲之大學生 

尚未歸化為我國國民之外籍配偶 

經法院為監護之宣告者 

12 警察機關對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管轄案件有爭議者，應如何處理？ 

由共同直接上級警察機關指定其管轄 由受理在先之警察機關管轄 

由受理在後之警察機關管轄 由地方法院簡易庭裁定管轄 

13 下列何者非屬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準用之對象？ 

公立學校駐衛警察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執行長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中央研究院未兼任行政職務之研究員 

14 警察人員下列何種行為，並未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 

配偶之外祖父參選民意代表，公開為之站台並助講 

於選舉期間請公假參選直轄市議員 

下班後為特定政黨主持集會 

在大眾傳播媒體廣告，只具名不具銜支持特定政治團體 

15 依據警察法暨其施行細則之規定，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人員之官等俸給及官職之遷調、服務，係屬於下

列何種中央立法事項？ 

警察官制 警察官規 警察服制 警察勤務 

16 下列有關行政執行法中之即時強制而致損失請求補償之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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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得請求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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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執行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5 年內向執行機關請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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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有關行政執行法管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提詢或送返被管收人時，應以書面通知管收所 

義務人所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不因管收而免除 

因管收而其一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必要時仍得管收 

行政執行處（分署）應隨時提詢被管收人，每月不得少於 3 次 

18 依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41 條之規定，執行機關對於特別損失補償之請求，至遲應於收到請求書後幾日

內決定之？ 

10 日 20 日 30 日 60 日 

19 警察機關處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有關文書送達之程序，準用下列何者之規定？ 

行政程序法 行政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 

20 集會遊行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室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

遊行部分，有違下列何種原則？ 

誠信原則 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裁量原則 

21 下列有關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所稱廠商以公司為限 

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之性質為法規命令 

電氣警棍不得轉讓或借與他人使用，並專由內政部警政署核發警械執照 

警械執照應每 2 年換領 1 次，持有人應隨身攜帶，並不得轉讓或借與他人使用 

22 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所規定得申請許可定製、售賣、持有之警械，下列何者不屬之？ 

警棍 警刀 電擊器 防暴網 

23 依集會遊行法第 25 條之規定，警察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之情形，下列何者不屬之？ 

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許可或其許可經撤銷、廢止而擅自舉行者 

經中央或地方政府行政首長之指示者 

利用宗教活動之集會、遊行，而有違反法令之行為者 

經許可之集會、遊行而有違反許可事項、許可限制事項者 

24 下列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者，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期間，以刑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後 1 年內為限 

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 3 個月實施查訪 1 次。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數 

警察發現查訪對象有違法之虞時，應以勸告或其他適當方法，促其不再犯 

查訪對象及其家庭成員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為治安顧慮人口查訪項目之一 

25 依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第 3 條之規定，警察遴選第三人，應查核有關事項，下列何者不屬之？ 

工作及生活背景 合作意願及動機 忠誠度及信賴度 前科素行及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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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警特三-警察法規  解答 

▲甲為面容姣好、活潑外向、已滿 20歲之大學女生。他校男生 A於

某次校際交誼時認識甲，對甲頗有好感，決心追求，乃屢次跟隨甲，

想探知甲所住之地方。但甲卻無意於 A，因此幾次勸告 A 不可跟

蹤。某日 A 又跟蹤甲，恰巧甲與同班同學乙男併行，乙男得知上

情後，遂與 A理論並在拉扯中將 A推倒，但未致 A受傷，路人見

狀速報警局。警察趕到後，將 3人帶回警局，依法處理。問： 

警察可依何法將甲、乙、A帶回警局？ 

警察可依何法處理 A？ 

警察應如何處理乙男？乙男可如何抗辯？ 

答：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39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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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乙男與 A有爭執，並在拉扯中將 A推倒，

符合社會秩序維護法妨礙他人身體罪章，警察得依同法第 42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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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即依此規定將甲、乙、A帶回

警局調查。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條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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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 A 男

無故跟蹤 20 歲之大學女生甲女，屢勸不聽，警察可依上開條

款處理 A男。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7 條第 1 款規定，加暴行於人者，處 3 日

以下拘留或新臺幣 1萬 8千元以下罰鍰。本案乙男將 A推倒，

即依加暴行於人處罰，惟因本條款最重本刑為拘留，其管轄機

關為簡易法庭，因此本案警察機關應移送簡易法庭裁定。另由

於乙男之行為係為維護甲女之權益，乙男當場制止 A 男現行

無故跟蹤之行為，符合正當防衛要件，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12 條規定，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

利之行為，不罰。本案乙男即可依此向簡易法庭抗辯。 

 

▲警察於週六夜間設點，對行經之車輛「逐車」攔停，經簡單詢問後

發現駕駛人有酒味者，即行要求酒測。該攔停點於警察法規上的名

稱為何？有何法律規定之要件？攔停酒測究係犯罪偵查或行政調

查之行為？認定之理由為何？ 

答： 警察對行經車輛之攔停，該攔停點即為警察法規上之「身分查

證」，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條規定，其法律要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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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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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滯留於應有停（居）留許可之處所，而無停（居）留許可者。 

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 

「犯罪偵查」係指檢察機關與司法警察機關知曉犯罪嫌疑存在

而開始調查犯罪事實、蒐集犯罪資料以及確定犯罪嫌疑人之刑

事程序；而「行政調查」則為行政機關為作成特定行政行為前

之資料蒐集活動。故警察機關在「攔停酒測」時，並未知曉犯

罪嫌疑存在，亦非調查犯罪事實或蒐集犯罪資料，僅係作成特

定行政行為前之資料蒐集活動，屬於「行政調查」。 

 

※以上答案出自李如霞老師工作室「警察法規」圖書教材

暨警察考試達人朱源葆博士「警察法規」數位教材，特

此致謝！！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50130-50530
50730-51030
51230-51330

全一張
（正面）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行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員、公共

安全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警察資訊

管理人員、刑事鑑識人員、國境警察人員、警察法制人員、行政管

理人員 
科  目： 警察情境實務（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障

與正當法律程序）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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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你帶班巡邏，發現甲在某銀樓店外東張西望、來回走動，行跡可疑，你及同仁

立即下車查證甲之身分，惟甲不願意配合，大聲叫囂並質疑你們憑什麼要查證其身
分，你應如何處理？（20 分） 

二、警員甲於深夜執行巡邏勤務，盤查到通緝犯乙，甲立即呼叫請求支援，警員丙開車
抵達現場。經甲確認乙身分無誤後，由丙開車，乙乘坐於後座並未上銬，甲騎乘警
用機車跟隨在後；回分局途中，乙從隨身背包內取出一把兇刀，抵住丙的脖子，丙
停車後仍被猛刺數十刀。甲見狀立即下機車，衝進車內奪取兇刀，但為時已晚，丙
不幸殉職。請詳述本項勤務的嚴重疏失以及正確作法。（20 分） 

三、為維持交岔路口之交通秩序與安全，大部分路口均有設置自動號誌管制車輛運行。
你率同員警擔任路口交通疏導崗勤務，請問在何種時機下可以將自動號誌調整為手
控號誌？及手控號誌要領為何？（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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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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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執行取締酒駕勤務，有 1 輛小轎車蛇行接近，經攔停該車，車內有 1 位男性駕駛及 3 名女性乘客，你請該駕駛
下車接受酒測，並查驗其身分，發現其證件上的性別記載為女性，此時你最優先的處置為何？ 
報告直屬長官儘快指派 1 名女警協助處理 請車上 3 名女士協助確認男士的真正性別 
直接詢問當事人為何身分證上性別是女性 無須理會其性別而逕行酒測有無超過標準 

2 你調查性侵害案件，如為確認犯罪嫌疑人，實施該女性被害人對犯嫌之指認，你應如何進行？ 
應採用一對一方式，俾利清楚辨識，以降低錯誤 指認前必須告知被害人，被指認人中有 1 位是犯嫌 
指認前應由被害人先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 照片指認之方式，特徵不夠，避免使用之 

3 你帶班執行巡邏勤務，攔停 1 違規車輛，發現該車為外交車輛（「外」字車牌），應如何處理較為適當？ 
駕駛人為車主時，可直接開具罰單，駕駛人不配合時，可直接扣留其駕照 
駕駛人為車主時，可直接開具罰單，駕駛人不配合時，可直接扣留該車 
駕駛人若為外國駐華機構官員，不得逮捕、扣留其駕照，應予適當禮遇，態度親切，開具罰單後立即電告外
交部禮賓司 
駕駛人若為外國駐華機構官員，應予以適當禮遇，態度親切，雖不得逮捕，但可扣留其駕照，開具罰單後立
即電告外交部禮賓司 

4 你白天帶班於市郊執行路檢勤務時，發現 2 名約 16 歲之青少女未戴安全帽共同騎乘 1 部機車，經同仁示意攔車
檢查，但該機車不但未停車受檢，並加速往市區方向逃逸，下列何種作為最不適當？ 
立即以巡邏車尾追該逃逸之機車 立即通報分局勤務指揮中心，請求鄰近警網注意攔檢 
登記機車車牌，循線訪查車主 登記機車車牌，建立資料冊備用 

5 派出所獲報有一涉嫌殺人案件之通緝犯甲在百貨公司週年慶活動現場出現，你奉派前往逮捕，經盤問甲，其態度
配合，下列作為何者正確？ 
因甲態度配合，可不搜身上銬 先確定身分後，再予搜身上銬 
先搜身上銬後，再確定身分 先帶回派出所，再予搜身上銬 

6 警勤區員警甲於執行家戶訪查勤務時，遇有受訪查之民眾拒絕接受訪查，並經其善加勸導後仍不得其門而入，你
身為派出所所長，甲向你請示應如何處置，你應給予甲何種指導為宜？ 
婉言告知來意並逕行進入訪查 不必再次訪查該家戶或作任何處理 
將詳情註記於警勤區手冊及警勤區員警聯繫卡備查 將詳情註記於戶卡片副頁及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備查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50130-50530
50730-51030
51230-51330

全一張
（背面）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行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員、公共

安全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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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員警於學校附近暗巷步巡時，查獲甲與乙兩造性交易之情事，並將該全案陳報警察分局作進一步之處置，至於裁

處之權責單位對於此類案件，依民國 100 年新修訂之社會秩序維護法意旨，下列何種處置最適當？ 
於新修訂法規之後的宣導期間，將兩造予以勸導後飭回 
於該縣市相關之自治條例未規劃性交易專區之前，兩造均不裁處 
於該縣市相關之自治條例未規劃性交易專區之前，兩造均要裁處 
僅對意圖得利與人姦宿者予以裁處 

8 你執行取締酒駕勤務時，發現甲駕車蛇行、亂按喇叭，你將車攔下，但甲停車後卻緊閉車窗及車門，拒絕接受稽
查不願下車，你最優先的處置為何？ 
表明身分告知事由請甲配合 請甲熄火要求出示駕駛執照 
直接實施強制力令甲下車接受稽查 逕以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檢測製單舉發 

9 甲酒醉擅自操縱某路口紅綠燈號誌，導致該號誌毀損不堪使用，經巡邏員警查獲，你是分局承辦巡官，針對甲之
行為應如何處罰？ 
由分局處分，並從重處罰之 由分局處分，並加重處罰之 
移送地方法院簡易庭，並從一重處罰之 移送地方法院簡易庭，並分別處罰之 

10 甲設籍於桃園市，在臺北市士林區工作，甲某日上班時被詐騙，匯第一筆款至花蓮市民被詐騙集團在屏東市某信
用合作社所開立之人頭帳戶，請問本案應由下列那一個警察機關主辦？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 花蓮縣政府警察局花蓮分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 

11 深夜 1 點鐘左右，你巡邏到某處人煙罕至的小巷，發現有 1 人仰臥在路旁水溝蓋上，向前查看，見此人喉嚨被切
開，身旁有一大灘血，不過血流已停止、確定死亡。此時你最優先處置為何？ 
確認該灘血跡是否屬於此人 將此人拖至巷道的路面中央 
呼叫救護人員到場  通報勤務指揮中心 

12 你是派出所所長，轄區發生一起滅門血案，你帶著員警封鎖現場，鑑識人員在室內勘察。不久，分局長抵達現場
表示要進入室內瞭解狀況，而偵查隊長又不在場，下列何種處置最為妥適？ 
你陪同分局長進入現場  請勘察組長出來報告進度及協助穿戴保護裝置後進入 
告訴分局長，現場還在處理，目前不能進入 拉開封鎖線，讓分局長進入現場 

13 清晨運動民眾報案，公園旁有 1 名少年被圍毆，你接獲通報率員前往現場，發現該少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現場
有民眾圍觀，此時你最優先之處置為何？ 
通報 119 派車救護 封鎖刑案現場 採取犯罪跡證 訪問目擊證人 

14 轄區內天后宮預定辦理媽祖繞境活動，行文至警察分局請求協助交通管制，分局承辦人在擬訂交通管制計畫，限
制車輛進入範圍或路線改道通行，主要有何法令依據？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市區道路條例 警察職權行使法 集會遊行法 

15 某日晚間，有多輛小客車在高速公路北上路段發生追撞，國道員警甲、乙獲報前往處理，甲持指揮棒站在警車後方
管制指揮後方來車，卻遭丙所駕駛的小客車高速撞擊，送醫不治。檢討本案例，下列何者是最適切的改進措施？ 
提昇事故處理品質 加強事故現場管制 做好肇事原因分析 強化事故蒐證能力 

16 你在執行交通違規稽查勤務時，攔查 1 輛 35 噸傾卸式半聯結車滿載砂石，該砂石車經固定地磅過磅總重有 43 噸，
除依法舉發違規超載外，尚應作何處置？ 
責令其於 1 小時內改正之  責令其於 2 小時內改正之 
責令其於 3 小時內改正之  當場禁止其通行或卸貨分裝 

17 你帶班執行取締酒駕勤務，發現疑似酒醉駕車之車輛，經你攔停後，發現駕駛人酒氣薰天，請其下車接受呼氣檢
測酒精濃度時，其不但站立不穩，經酒測值為 0.86 mg/L，且拒絕在酒測單上簽名，就倒在地上睡著了，你該如
何處理？ 
依拒絕檢測之罰則處罰  待其酒醒後再行補測、簽名 
將其以現行犯逮捕  載至醫療機構對其實施血液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18 你是偵查隊分隊長，率隊執行逮捕毒品現行犯甲，甲正駕車載送女友，下列作為何者最不適當？ 
可搜索甲正使用中的汽車  可搜查甲隨手可觸及之處 
可拍搜甲之身體  可翻動甲之女友隨身攜帶的皮包 

19 某縣市警察局於深夜發生突發之重大治安事故，需運用機動保安警力時，你是該局值勤官，奉命申請機動保安警
力，你應如何處置？ 
逕向各負責支援之保安警察總隊申請 向內政部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申請 
向內政部警政署保安組申請 向內政部警政署行政組申請 

20 臺北火車站發生乘客搭火車不慎跌落月台死亡案件，家屬為表達不滿，未經申請糾集親友 20 餘人及數名黑衣人
抬棺至火車站前抗議，場面火爆，隨時有衝進火車站內妨礙旅客行進之可能，須依集會遊行法予舉牌警告、制
止或命令解散，應以下列何單位之名義為之？ 
鐵路警察局第一警務段  鐵路警察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類科名稱：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4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及104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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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行政管理人員、國境警察人員、警察資訊管理人員、刑事警察人員、刑事鑑識人員、警察法
制人員、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公共安全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

單選題數：2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D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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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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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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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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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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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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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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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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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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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A B D C A A B

D A A B D C D B C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04警特三-警察情境實務  解答 

▲深夜你帶班巡邏，發現甲在某銀樓店外東張西望、來回走動，行跡

可疑，你及同仁立即下車查證甲之身分，惟甲不願意配合，大聲叫

囂並質疑你們憑什麼要查證其身分，你應如何處理？ 

答：執行路（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規定：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第 1項，執行路（攔）檢身分查證（對人）之要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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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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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滯留於應有停（居）許可之處所，而無停（居）留許可者。 

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 

本題甲在銀樓店外行跡可疑，符合上述第 4款執行要件，而甲拒

不配合表明身分，應盡可能查證身分（透過查詢車牌號碼、查詢

警用電腦、訪談周邊人士等方法查證該民眾身分），如仍無法查

證，或於現場繼續執行恐有不利影響或有妨礙交通、安寧者，得

依據同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帶往時非遇



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 3小時，並應即向

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親友或律師。 

▲警員甲於深夜執行巡邏勤務，盤查到通緝犯乙，甲立即呼叫請求支

援，警員丙開車抵達現場。經甲確認乙身分無誤後，由丙開車，乙

乘坐於後座並未上銬，甲騎乘警用機車跟隨在後；回分局途中，乙

從隨身背包內取出一把兇刀，抵住丙的脖子，丙停車後仍被猛刺數

十刀。甲見狀立即下機車，衝進車內奪取兇刀，但為時已晚，丙不

幸殉職。請詳述本項勤務的嚴重疏失以及正確作法。 

答： 依據逮捕通緝犯作業程序： 

確定身分後，搜身注意有無違禁品，嚴防自殺、攻擊等情事發

生，並將嫌疑人帶回分駐（派出）所。 

復依解送人犯作業程序： 

準備階段：人犯搜身上戒具（手銬、戴安全帽）且應有二人

（優勢警力）以上護送；夜間或長途解送人犯，應酌量增派

員警。 

解送階段： 

人犯上車坐後座，監視警力注意可疑人車，嚴防劫囚事件，

車門可上兒童安全鎖防止逃脫。 

駕駛員上車。 



行車期間不可和嫌犯聊天，長程行車如廁時，應確實注意

監看。 

下車時注意戒護，勿使脫逃。 

人犯、證件交分局偵查隊簽收（含時間、人員），尚未交

接清楚前仍不得懈怠。 

和分局偵查隊替換戒具，所攜戒具帶回所內。 

由上述綜而言之，本題之勤務疏失如下： 

確認通緝犯身分後應搜身確認有無違禁品。 

員警丙開車解送人犯時應搜身並上銬，且應至少有二名以上

員警護送。 

 

▲為維持交岔路口之交通秩序與安全，大部分路口均有設置自動號誌

管制車輛運行。你率同員警擔任路口交通疏導崗勤務，請問在何種

時機下可以將自動號誌調整為手控號誌？及手控號誌要領為何？ 

答： 如果我與員警在執行交通疏導勤務時，有下列 4個情況下可以

將號誌改為手控： 

特種勤務通行路線交通擁擠時。 

特種勤務車隊通過時（指定路線及鄰近路口）。 

重要外賓或高級長官座車通過路口時。 



突發狀況（如交通事故、災變、障礙等）或流量達到自動號

誌無法有效疏導時。 

依據交通疏導作業程序所規定之手控號誌疏導要領如下： 

變換燈號為紅燈時，應注意不可使車輛緊急煞車。 

黃燈亮時，應以警笛配合，促使駕駛人注意停止或準備起

步。 

注意手控號誌時，應適當合理分配時間。 

燈崗操燈完竣後： 

如係連鎖路段，應先將「獨立運轉」改為「連鎖控制」後，

再恢復自動運轉。 

將控制箱門關妥。 

應觀察至少 2個週期，號誌運轉正常後，才可離開操燈位

置。 

應至路口協助指揮疏導。 

 

※以上答案出自李如霞老師工作室「警察情境實務」圖書

教材暨警察考試達人朱源葆博士「警察情境實務」數位

教材，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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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50150 
全一張
（正面）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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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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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警察的人事行政制度因為警察工作之特殊性，有別於一般公務機關之人事行政

制度，試從警察法及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之規定，說明我國警察人事行政有何特色？

（25 分） 
二、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警察在何種情況下可以對人執行管束？（15 分）

對於受管束之人民，依法須留置，於必要時，警察在何種條件下，可以對其使用

警銬或其他經核定之戒具？試詳細說明之。（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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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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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基於維護社會安寧秩序公共利益之目的，對人民以命令或強制，並限制其自由之作用，均為警察。」以上所
述，屬於下列何種警察意義？ 
廣義的警察意義 狹義的警察意義 形式上的警察 實定法上的警察 

2 下列有關國際刑警組織的敘述，何者 正確？①國際刑警組織是一個資訊中心，本身沒有警察部隊，對各國亦無
指揮權 ②國際刑警組織秘書處設立於德國 ③國際刑警組織通報中，紅色通報指查緝國際通緝犯，黑色通報指
協查無名屍身分 ④國際刑警組織主要是透過「I-24/7 全球警務通信系統」提供會員國所需要的專業支援與服務 
①②④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3 讓眾多組織與單位能目標一致、步調齊一、不使各自為政，應採用下列何種管理機制？①幕僚長制 ②行政三聯
制 ③要求績效 ④目標一致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①③④ 

4 我國警察組織之內部分工，有所謂「特業幕僚」，係指下列何單位？ 
保安科（保民課） 會計室 人事室 交通警察（大）隊 

5 下列何者非屬於全面品質管理警政（Quality Policing）之內涵？ 
提升破案績效為主要之訴求 受過良好溝通訓練之基層員警 
參與式之人性化管理  肯授權之領導幹部 

6 請將資訊統計之管理系統（COMPSTAT）之程序步驟，依順序排列？①人員及資源的快速部署 ②有效的戰術 
③正確適時的情報 ④持續的追蹤與評估 
①②③④ ②③①④ ③②①④ ③④②① 

7 警察對於任何犯罪、擾亂公共秩序或行為不檢者，事件無論大小均應依法澈底取締，同時亦被認為是可以修復犯
罪預防理論中所謂之「破窗」（Broken Windows）的勤務策略，為下列何者？ 
零容忍勤務策略（Zero Tolerance） 問題導向之莎拉策略（SARA） 
犯罪製圖策略（Crime Mapping） 多元參與勤務策略（Participatory Model） 

8 根據民國 102 年內政部警政署修正之警察勤務區勤務規範規定，警勤區之劃設，應考量整體情況，由下列何者定
期檢討調整之？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局 警察分局 分駐（派出）所 

9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察勤務之裝備機具，按需要配備之，其配備標準，由下列何者定之？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局 警察分局 

10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26 條規定，勤務督導之三大主要功能中，除了指導工作方法及考核勤務績效之外，尚有下
列何種功能？ 
查察執勤之轄區安全狀況  激勵服勤人員工作士氣 
警風紀之查察  犯罪案件的偵查 

11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規定，實施家戶訪查，若以座談會方式實施者，應將訪查時間及地點， 遲於訪查
日之幾日前，以書面通知受訪查對象？ 
3 日 5 日 7 日 10 日 

12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乃根據下列何法規之規定訂定之？ 
警察法 警察勤務條例 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 警察職權行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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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50150 
全一張
（背面）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 警察學與警察勤務 
 
13 根據我國警政學者酆裕坤（1981）之研究，我國現代警察發軔於清末。下列有關建警原因敘述，何者錯誤？ 

知識分子亟欲變法以圖強，認為若非效法國外體制，難以於變動環境中生存 
由於清末吏治不良，導致差役嚴重影響民眾生活，認為建立警察制度可以有效興利除弊 
我國自古以來刑事案件的偵辦全賴政府官員，但司法制度卻無法有良好的發展 
傳統的互助警衛組織，無法因應環境轉變帶來的重大變化，隨著社會進步，必然須朝分工的趨勢發展 

14 美國「國家司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曾針對警察接獲報案後快速反應的效能進行實證研究，
下列有關該研究的敘述，何者正確？ 
在警察接獲的報案中，大多數是需要立即反應的案件 
警察若能快速反應，將可全面提升破案率 
「差別反應」（Differential Response）及「案件管理」（Case Management）等策略的形成，深受該研究影響 
對破案而言，民眾立即報案較不重要，警察快速反應才重要 

15 「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 Theory）對於警察勤務的規劃具啟示作用，下列有關該理論的敘述，何者正確？ 
該理論由 August Vollmer 於 1980 年代提出 
David H. Bayley 提出該理論，August Vollmer 將其實踐 
提醒警察多注意破大案、抓要犯，無需過於注意民眾日常生活品質問題 
失序（Disorder）若未受控制與去除，其後可能引發犯罪 

16 1970 年代於美國所進行「堪薩斯市預防巡邏實驗」（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對後續的警政
發展影響甚鉅，下列有關該實驗的敘述，何者錯誤？ 
警力增加與犯罪率降低無直接關係 
探究警察資源運用對犯罪控制效能的影響，是研究者進行該實驗的動機之一 
警力增加與民眾的犯罪被害恐懼感無直接關係 
該研究發現的正確推論是：應廢除巡邏勤務 

17 警政學者 H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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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目前的警察
作為、提出現行以外方案、評估資源及所有方案的優缺點、選擇 適當方案。此過程稱為： 
政治看守警政 問題導向警政 古典管理思維警政 案件導向警政 

18 許多先進國家的警政發展，深受實證主義（Positivism）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邏實驗」的研究方法不是實證主義的範圍 
實證研究重視測量工具的信度與效度 
實證主義重視科學研究方法 
十九世紀後，實證主義成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主流 

19 針對治安問題進行科學分析，繼而擬定警察回應策略，已成為當代安全治理的主流思維。下列有關犯罪分析的敘
述，何者錯誤？ 
犯罪分析之目的在於協助警察做出正確決策 犯罪分析是一套對犯罪問題的系統性分析過程 
犯罪分析僅運用量化資料，而非質化資料 犯罪分析之功能在於提供警察適時與適當的資訊 

20 降低民眾的犯罪被害恐懼感，乃是當代警政品質管理的重要工作項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社區中破窗（Broken Windows）等失序（Disorder）跡象瀰漫，民眾的犯罪被害恐懼感可能升高 
年輕男性通常比老年人及女性民眾有更高的犯罪被害恐懼感 
官方資料顯示犯罪率降低，民眾的犯罪被害恐懼感不一定隨其降低 
媒體所造成的替代被害效應，可能讓民眾的犯罪被害恐懼感升高 

21 針對治安巨量資料（Big Data）進行統計分析、管理與運用，可說是科學警政的重要內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紐約市 COMPSTAT 系統是一個有助於犯罪防制工作的實例 
治安資訊的統計分析與管理，有助於警政高層主管快速掌握治安狀況 
治安資訊系統的背後思維僅適用警政，不適用其他市政問題的處理 
治安資訊的統計分析與管理，有助於人員及資源的快速部署 

22 警政學者 David H. Bayley 曾提出社區警政四項核心要素：諮詢（Consultation）、調適（Adaptation）、動員
（Mobilization）及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就「增進警察與社區互動、舉行社區治安座談會、員警步巡」
等實務策略而言，主要是屬於上述何項要素？ 
諮詢 調適 動員 問題解決 

23 「刑事司法體系」（Criminal Justice System）一詞，是指那些政府部門應相互協調合作以達控制犯罪的目的？ 
警察、立法、司法、監察  警察、立法、監察、教育 
警察、檢察、審判、矯正  警察、調查、情治、社政 

24 下列有關警察功能的敘述，何者正確？①警察功能主要可以分成秩序維護、執法及服務，且絕大多數警察機構同
時從事三種功能的業務活動 ②政治文化與警察功能密切相關 ③從政治系統的角度看，總體社會變遷是影響警
察功能的關鍵因素 ④利益團體雖然負責表達民眾的利益，將民眾的需要傳送給警察機關，使警察了解民眾，但
警察機關可以選擇不加以回應，因此並非影響警察功能的因素之一 
①②④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25 下列有關警察人員教育訓練的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人員必備的核心能力包括執法知識、執法技能及執法倫理，三者缺一不可。若依職位層級與工作內容來

區別，任務性能力係指中間層幹部執行業務的能力 
升職教育與人事升遷無法配合是我國警察教育的現存問題之一，例如警察教育條例第 6 條明定警正班屬深造

教育，但實際上應該定位為升職教育 
教育訓練屬於人力發展階段。訓練，是技能的改變；教育，是知識的改變；發展，則是技能與知識的綜合改變 
英國警察教育中，基層學歷偏低是其 大的問題；德國警察教育中，警察幹部並不向外吸收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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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警特三-警察學與警察勤務 解答 

▲我國警察的人事行政制度因為警察工作之特殊性，有別於一般公務

機關之人事行政制度，試從警察法及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之規定，說

明我國警察人事行政有何特色？ 

答： 警察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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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警察法第 3條制定之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說明我國警察人事

行政有下列特色： 

以考試為選任之主要標準：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1 條、第

12 條規定任官資格；另同條例第 6 條則為任官前之身家調

查。 

需循序陞遷：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4條、第 20條。 

為維持紀律，有獎勵及懲罰二種手段：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28條至第 33條。 

合理俸給原則：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22條至第 27條。 

 



▲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警察在何種情況下可以對人執行管

束？ 

對於受管束之人民，依法須留置，於必要時，警察在何種條件下，

可以對其使用 警銬或其他經核定之戒具？試詳細說明之。 

答：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警察對於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為管束： 

瘋狂或酒醉，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身體之危險，或預防

他人生命、身體之危險。 

意圖自殺，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 

暴行或鬥毆，非管束不能預防其傷害。 

其他認為必須救護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非管束不能救護

或不能預防危害。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警察依法留置、管束

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必要時，得對其使用警銬或其他

經核定之戒具： 

抗拒留置、管束措施時。 

攻擊警察或他人，毀損執行人員或他人物品，或有攻擊、毀

損行為之虞時。 

自殺、自傷或有自殺、自傷之虞時。 



※以上答案出自李如霞老師工作室「警察學暨警察勤務」

圖書教材暨警察考試達人朱源葆博士「警察學暨警察勤

務」數位教材，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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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50170 
全一張
（正面）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 警察政策與犯罪預防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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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0 年代以後，世界各地之犯罪被害保護運動逐漸興起，並影響了刑事司法體

系及警政之運作。請說明我國警察機關對婦幼保護之角色功能，並列舉我國警察機

關在防制兒童及少年性交易之重要措施或作為。（25 分） 
二、警察犯罪預防策略有以犯罪行為者為導向，亦有以犯罪被害人為導向。首先請說明

三級犯罪預防（初級、次級、三級）之意義。其次，請舉例說明三級犯罪預防之加

害人導向與被害人導向之策略作為。（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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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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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警察風格的描述，何者錯誤？ 
看守人風格的警察會隨現場情況設定不同執勤標準，看重法律過於秩序 
看守人風格的警察傾向於以非正式的方式處理問題 
執法者風格的警察只有一套正式的執法標準，即依法行政 
服務風格的警察經常介入社區事務，傾向於非正式途徑處理問題 

2 在課責機制上，媒體是屬於下列何種課責機制？ 
內部－顯性機制 內部－隱性機制 外部－專責機制 外部－包含機制 

3 Black 在「逮捕的社會組織」一文中指出，警察執法常受情境因素的影響，下列那一種情境，使得警察進行蒐證
與逮捕的機率愈高？ 
原告的態度愈堅決 嫌犯態度愈好 證據力愈弱 原告與嫌犯之關係愈熟悉 

4 象徵亞洲文化與價值的日本警政頻對全球造成影響，造成全球化效應。代表這種亞洲文化價值的文化是指下列何者？ 
夥伴關係主義 全球在地化主義 共同體主義 新公共管理主義 

5 社會型態將影響社區獨立性及警察的角色功能，下列何者並非「公民社會中的警政」特色？ 
警察配合社區發展，扮演服務者之角色 警察活動出自民眾由下而上的驅動 
勤區查察的主要目的在於監控民眾，以防犯罪 勤區查察制度由戶口查察演進為家戶訪查 

6 以刑罰威嚇一般社會大眾，使其不敢犯罪，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是為何種理論？ 
消極一般預防理論 積極一般預防理論 特別預防理論 社會防衛理論 

7 Cohen 與 Felson 以 VIVA 來描述犯罪的合適標的，即價值性、慣性、可見性，以及下列那一個標的？ 
有誘惑性 可包裝性 可隱藏性 可接近性 

8 有關 Sherman 及其同僚於 Minneapolis 市的熱點巡邏實驗，下列何者錯誤？ 
僅駕車駛過熱點未做停留，幾乎是沒有犯罪預防效果 
頻繁且隨機在不同熱點之間輪換巡邏，犯罪預防效果最佳 
警察出現在熱點的時間超過 10 分鐘，犯罪預防效果呈現消退趨勢 
挑釁性的警察作為最能產生犯罪預防效果 

9 有關法官對少年裁定諭知的四種保護處分，下列何者錯誤？ 
訓誡，並得予以假日生活輔導 
交付保護管束，並得命為勞動服務 
交付兒童或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嚴加管教 
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 

10 下列針對警民關係（Police-community Relations, PCR）與犯罪預防分析架構分析模式之敘述，何者錯誤？ 
社區為警民關係之內在系統，而警察與其他刑事司法機構則屬於警民關係的外在系統 
政治、經濟、文化、法律、媒體等機構，同時構成警民關係的外在系統 
警民關係的內在系統尚包括個人、家庭、學校、團體、民間組織等組成社區 
警察依賴相關之資源、需求等的輸入（Input），可為社區達成犯罪減少、改善警察形象等效益的輸出（Output） 

11 Cohen 與 Felson 的「日常活動理論」中指出，犯罪需要 3 個條件在時空上的聚合才會發生，除了需有「犯罪動
機的加害者」、「合適的被害標的」以外，還需要那一條件？ 
犯罪的機會 監控的缺乏 犯罪的誘因 理性的思考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50170 
全一張
（背面）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 警察政策與犯罪預防 
 
12 以芝加哥市之少年為研究對象而發展出「犯罪區位學」，並提出「芝加哥區域少年犯罪防治計畫」的學者是誰？ 

Cloward and Ohlin Sykes and Matza Hirschi and Gottfredson Shaw and McKay 
13 我國警察於執行毒品犯罪相關勤、業務過程中，下列何者並非警察人員應盡之權責？ 

毒害之教育宣導  毒品物質濫用之通報 
毒品犯之職能訓練  配合採驗毒品犯之尿液作業 

14 下列有關犯罪熱點警政（Hot Spots Policing）的科學技術與其他警政模式的關係之敘述，何者錯誤？ 
運用 GIS 與犯罪製圖的概念，有利於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的推展 
GIS 與犯罪製圖對於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oriented Policing）的回應（Response）與評估（Assessment）具
有重大效益 
運用 GIS 與犯罪製圖技術，益於犯罪熱點搜尋、治安資源分配等證據導向警政（Evidence Based Policing）之
決策形成 
透過犯罪環境空間之情報分析，提供警政決策者正確選定犯罪環境的預防與打擊策略，達成情報指引警政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的目標 

15 下列有關犯罪被害者與刑事司法體系的敘述，何者正確？ 
在人類最初形成的原始社會與之後的氏族社會中，犯罪被害者居於解決紛爭事件的核心地位 
社會發展與國家組織結構齊備之後，犯罪被害者係刑罰的主要執行者 
建立刑事訴訟制度後，被害者取代犯罪者而成為刑事司法的核心 
因犯罪被害者無法協助法院發現犯罪事實，故而無法提升其在刑事司法的地位 

16 下列有關警察對於輕微犯罪之處理，何者正確？ 
依我國現行實體法規定，司法警察官對於微罪之處理並無任何權限 
對於專科罰金之犯罪，得經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之許可，不予解送 
經被害人明示不願追究之告訴乃論罪行，司法警察機關得為終結案件之處理 
依我國現行實體法規定，司法警察官對於部分微罪之處理，得為社區轉向處遇之裁決 

17 下列有關治安風水師處理轄區校園竊盜案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治安風水師應對轄內各級學校提供防竊之自我安全檢測資訊 
治安風水師應確實執行轄內各級學校之防竊措施，得逕行執行制服警察之校園內部巡邏勤務 
治安風水師應熟稔情境犯罪預防策略等環境犯罪學之專業知識，方足擔此一大任 
「4D」策略中，提供轄區各級學校於竊盜熱點裝設 CCTV，屬於「偵防」（Detect）之具體措施 

18 下列敘述，何者並非現代警察制度創始人 Robert Peel 爵士倡導的警政原則之一？ 
警察的基本任務為犯罪預防與防範社會失序行為 
警察行使其職權的能力，取決於上級機關之價值、行動與作為 
警察應確保民眾出於自願以檢舉不法 
警察致力維護公眾利益，不可一味迎合民意 

19 一般犯罪預防效果之發揮，有時必須靠刑罰的威嚇特性。下列何者並非刑罰威嚇之特性？ 
嚴厲性 迅速性 公平性 確定性 

20 犯罪預防的意識型態會影響刑事政策的制訂與執行。下列有關犯罪預防意識型態的敘述，何者錯誤？ 
犯罪古典學派認為人性是自私、功利的，主張犯罪人對其不法行為自應負起道義責任 
犯罪實證學派認為社會控制的焦點是清楚而明確的法律，主張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原則 
貧窮、種族歧視與社會的不公平等不健全社會體系引發犯罪，此為美國政治自由派的主張 
強調執行法律、治安效果而來的社會秩序，係美國政治保守派的論點 

21 下列有關「情境犯罪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SCP）5 大策略與 25 項具體技術的敘述，何者錯誤？ 
教導民眾廣泛運用刷卡出入特定場所的措施，係屬於「覺知需花心力」策略中的「強化標的物」措施 
運用媒體強力播放警察高逮捕效能的宣導片，係屬於「減少激發犯案」策略中的「勸阻模仿」措施 
警察執行民眾機車烙碼的勤務，係屬於「降低預期所得」策略中的「標記財物」措施 
呼籲社區在犯罪熱點設置 CCTV 設備，係屬於「去除犯案藉口」策略中的「良心警示」措施 

22 下列何者非屬「提升刑事司法體系打擊犯罪效能」的論述？ 
淨化媒體內容，減少犯罪伎倆的仿同、學習 提升刑事司法人員素質與專業化 
強化打擊犯罪之能力與設備 促進檢、警、調、憲等部門的協調合作 

23 下列有關犯罪預防基本概念的敘述，何者錯誤？ 
犯罪預防是達成犯罪學研究的終極目標 
犯罪預防是警察與其他刑事司法機構存在的基本任務之一 
犯罪預防與犯罪偵查的關係，一如磁石之同性互斥 
對犯罪人施以剝奪自由之徒刑，亦屬達成犯罪預防方法之一 

24 有關社區警政計畫之擬定的敘述，何者錯誤？ 
結合社區警政專員與犯罪預防專員的力量，是整套計畫良性循環的開始 
改變傳統專業的警政組織文化價值觀，常是擬定社區警政計畫過程中所必須面臨的難題 
督導幹部也是整套計畫的教練，負有傳授、強化、寬容等 3 項重要角色 
領導者之威權來自知識而非其職位，是垂直型的組織結構特色之一 

25 下列何者並非犯罪預防專業人員應執行的角色？ 
支持個人、團體犯罪預防行動 社區病理現象之清除與重整 
犯罪預防公共政策決策之指導 研發廣泛之犯罪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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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4 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 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 偵查法學與犯罪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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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二人因缺錢花用，合意共同勒贖丙，甲、乙二人果勒贖丙得款新臺幣 500 萬

元後釋放丙。嗣經警查獲報請檢察官偵辦。乙在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承甲及

自己之犯行，在檢察官二次偵訊時，乙以被告身分亦自由對答或連續陳述承認甲及

自己之犯行，然未經具結。而甲則否認犯行。經檢察官偵查後，以甲、乙二人涉犯

刑法第 347 條第 1 項擄人勒贖罪提起公訴。在法院審理時，甲仍否認犯罪，答辯稱：

「乙在檢察官二次偵訊時講到我的部分是以證人身分說明，但乙都沒有以證人身分

具結，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186 條證人應命具結之規定，乙所說有關我的部分並沒有

證據能力，不能當做證據。」試問：甲的答辯是否有理？（25 分） 

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於民國 88 年 7 月 14 日公布迄今，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

103 年 1 月 29 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 6 月 29 日施行，聲請監聽之條件及程序更為

嚴謹，在人權保障上更臻完善，惟部分修正內容將造成實務執行之困難，損害當事

人之權益。試說明本次修法重點。（15 分）並分析未來可能有那些實務上執

行困難之處。（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 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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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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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關於自白的論述，何者正確？ 

被告承認兇刀指紋係本人  

共同被告對於同案之被告犯罪之陳述亦為自白 

刑事訴訟法第 98 條對於訊問被告的要求，係出於自白憑信性 

被告主張不在場證明 

2 下列何人經合法傳喚，仍不到庭者，得拘提之？ 

被告之輔佐人 自訴人 鑑定人 證人 

3 下列關於檢察官舉證責任與法官調查證據界線之論述，何者正確？ 

檢察官對於被告不在場證明，負舉證責任 

檢察官對於被告主張正當防衛，不負舉證責任 

法官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法院在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應依職權調查，不限對於被告有利或無利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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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列關於通知、詢問之敘述，何者錯誤？ 

證人經通知到場者，應依原定時間及處所即時詢問，不得拖延 

通知證人之通知書，應於應到時間之 48 小時前送達 

通知書之送達，除由郵務人員為之外，應於非例假日之日間行之 

犯罪嫌疑人選任之辯護人於指定時、地未到場者，仍得即時詢問 

5 下列關於刑事訴訟法上鑑定留置之規定，何者錯誤？ 

鑑定留置屬法官保留之強制處分 

為鑑定被告之精神狀態，得預定 10 日以下之期間，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他適當處所 

鑑定留置之預定期間，法院得於審判中延長，但不得逾 2 個月 

鑑定留置期間之日數，視為羈押之日數 

6 下列關於傳聞法則的論述，何者錯誤？ 

偵查員之查訪報告屬傳聞證據，仍應踐行直接審理原則 

被告於檢察官面前所為之陳述，有證據能力 

美國人自訴被臺灣人打傷，於地方法院起訴時，已離開臺灣，其偵查筆錄仍有證據能力 

檢察官在法庭上提出戶籍謄本證明被告婚姻關係仍然存續之事實，屬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 

7 下列關於證人保護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證人因到場作證有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遭受危害之虞時，得依證人保護法聲請保護 

檢舉人、告發人、告訴人或被害人須在法院審理中到場作證，有保護必要，準用證人保護法規定辦理 

證人依法有保護必要，時間急迫，得先採取必要之保護措施，並於 5 日內將所採保護措施陳報檢察官 

證人保護法規定之保護措施有身分保密、人身隨身安全保護、禁止或限制特定人接近、短期生活安置 

8 依據提審法第 2 條、第 7 條及第 11 條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拘捕機關應將拘捕原因於 24 小時內以書面告知本人或指定之人 

拘捕機關應於收受提審票後 24 小時內將拘捕之人解交 

蓄意違反解交規定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違反告知義務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9 下列關於採證、鑑定許可書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經拘捕到案之犯嫌，得違反其意思，採取其指紋、照相、測量身高或類似之行為 

有合理懷疑認為採取毛髮、唾液、尿液、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 

自行到場之犯嫌，不接受採證，有採證必要者，得報請該管檢察官勘驗或請求核發鑑定許可書，強制採取 

請求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時，應以書面為之，但如案件已有檢察官指揮者，得以言詞為之 

10 下列關於告訴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被害人未成年，無完全之行為能力，仍得獨立告訴 

被害人已死亡，得由其配偶提起告訴，但告訴乃論之罪不得與被害人明示意思相反 

告訴權人得捨棄告訴權 

撤回告訴之人，不得再行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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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甲被訴打傷乙，下列敍述，何者錯誤？ 

乙未經合法告訴，法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 乙撤回告訴，法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 

乙已逾告訴期間，法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 乙撤回自訴，法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 

12 偵查中辯護人之權限，不包括下列何者？ 

接見犯罪嫌疑人，並互通書信 檢閱卷宗、證物或抄錄、攝影 

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以手寫方式札記詢問要點 

13 司法警察在處理毒品案件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成年人施用毒品仍入罪化 

少年施用毒品除罪化 

成年人與少年人施用三、四級毒品均須參與講習 

少年施用三、四級毒品應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 

14 夜間得入內搜索，不包括下列何者？ 

假釋人住居或使用者 

常用為賭博、妨害性自主或妨害風化之行為者 

夜店、當舖 

旅店、飲食店或其他於夜間公眾可以出入之處所，仍在公開時間內者 

15 下列何者，非屬同意搜索之要件？ 

出於自願性同意 載明筆錄 告知搜索範圍與目的 3 日內陳報法院 

16 下列關於搜索之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人員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 項規定執行逕行搜索，應於執行後 3 日內函報該管檢察署檢察官及法院 

警察人員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逕行搜索住宅及其他處所，應即陳報該管檢察署檢察官 

檢察官自行聲請搜索票交付警察人員執行搜索，警察於執行完畢後，應於 24 小時內以密件封緘回報檢察官 

警察人員依刑事訴訟法第 137 條第 1 項規定執行附帶扣押，應於執行後 3 日內函報該管檢察署檢察官及法院 

17 下列關於偵查之敍述，何者正確？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分局長應將調查之結果，移送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偵查員對於偵查結果，應報告分局長，不必陳報該管檢察官 

憲兵隊長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經拘提或逮捕者，得解送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得對於司法警察官移送之案件，認有調查未完備，應依職權再行調查，不得退回，命其補足 

18 下列關於保全現場之規定，何者錯誤？ 

實施犯罪調查，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 

現場封鎖得使用現場封鎖帶、標示牌及其他器材，以達成保全現場為原則 

現場封鎖時，應派員於現場封鎖線內警戒，以免破壞現場跡證 

現場封鎖之範圍應視環境及事實需要而定，原則以 3 道封鎖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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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下列關於訊問被告時應先告知事項之敘述，何者錯誤？ 

依提審法第 2 條規定，應為拘提逮捕事由及提審之告知 

依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規定，應為 4 項權利之告知 

依提審法及刑事訴訟法規定，應為雙重告知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得提出抗告之告知 

20 被告因無羈押之必要，命其具保後，下列何種情形，法院不得再行羈押？ 

違背法院所定應遵行事項 

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違反限制住居之規定 

被告另犯 2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而否認犯行 

21 下列關於預防性羈押之敍述，何者錯誤？ 

刑法第 185 條之 3 酒醉駕駛屬反覆實施之犯罪類型，法官得裁定預防性羈押 

有違無罪推定 

與一般性羈押均須經法官訊問 

有違特別預防理論 

22 下列何種行業，非屬查贓之主要查察對象？ 

當舖業、保全業、徵信業 委託寄售業、金飾珠寶業 

汽、機車修配或保管業  中古車輛買賣業、舊貨業 

23 下列關於拘提之敍述，何者正確？ 

司法警察對於犯罪嫌疑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再傳喚不到者，得逕行拘提 

經合法傳喚不到場之被告、證人、自訴人，得拘提到場 

無固定之住居所之被告與證人，均得不經傳喚逕行拘提 

實施拘提後，應將拘票之一聯交由被告及其家屬 

24 下列何者偵查作為，於偵查中亦為法官保留？ 

逮捕 通緝 搜索 拘提 

25 下列關於「修法後，軍事審判法與刑事訴訟法之適用關係，及現役軍人移送」之敘述，何者正確？ 

現役軍人於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時，自民國 103 年 7 月 13 日起，應移送該管法院檢

察署偵辦 

現役軍人於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 43 條、第 44 條、第 45 條及第 76 條第 1 項之罪時，應移送該管

法院檢察署偵辦 

軍事審判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現役軍人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依軍事審判法追訴、處罰 

修正後軍事審判法第 34 條規定，犯罪事實之一部應依軍事審判法追訴、審判時，全部依軍事審判法追

訴、審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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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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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10-80810

全一張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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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等退除役軍人轉任考試 
類 科 別： 各類別、各類科 
科  目：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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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是由許多經驗累積而成的。其中有些經驗對你一定有所啟示，或因此
增長了自信，或因此變得更謹慎。無論如何，都可以做為自我調適的殷鑑。
試以「一次經驗的啟示」為題，作文一篇。 

二、 公文：（20 分） 
每到秋冬季節，臺灣經常出現「霾害」現象，主要是因空氣中細懸浮微粒
（簡稱 PM2.5）超標所導致。試擬行政院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加強宣導工
作，持續辦理「淨化空氣小學堂」活動，除依往年透過解說、有獎問答外，可
規劃增加讓民眾現場實際檢測、體驗日常生活中如吸菸、焚香、燒紙錢、燃放
鞭炮等習慣所產生之細懸浮微粒濃度，進而建立正確防護空氣污染之觀念。 

乙、測驗部分：（20 分） 代號：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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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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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組成語，字形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好整以暇／無濟於事／曲高和寡 哀衿勿喜／按圖索驥／愛屋及烏 
暗潮洶湧／天壤之別／昭然若偈 雲淡風輕／英雄豪傑／安幫定國 

陶淵明〈讀山海經〉：「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
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本詩對夸父最主要的評價為： 
荒誕不經，不自量力 神力無窮，不計勝負 
驕傲自大，自取滅亡 事雖不濟，功名垂後 

下列那一選項，不是描寫唐代詩人？ 
響徹銅琵，千古大江東去；吹殘鐵笛，一聲孤鶴南飛 
佛骨謫來，嶺海因而變色；鱷魚徙去，江河自此澄清 
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鍾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 
楓葉蘆花兩鬢霜，櫻桃楊柳兩相忘，當時莫怪青衫濕，不是琵琶也斷腸 

風不為傳播花粉而吹。風行其所不得不行，止其所不得不止，為吹拂而吹拂。花知道
順應風勢，使花粉落在柱頭上，花粉就長出一根管子來，進行傳宗接代。風是博大的，
不經意的；花是機巧的，有謀算的。 
蝴蝶並不為傳播花粉而飛。他靠花養活，把針管一樣的嘴刺入花心，就在飲食的時候，
他毛茸茸的爪上沾滿了花粉完成像風那樣的輸送，算是對花的回報。蝴蝶來了又去，
雙方有施有受，共存共榮。（王鼎鈞〈風·蝴蝶〉）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風自然無心，利群芳而不知；花自私有為，藉風勢傳宗接代 
風代表天，花代表人，如果能善用自然資源，人類定可勝天 
蝴蝶與花，彼此各取所需，和諧共生，合則兩利，分則兩害 
蝴蝶與花，象徵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互惠，你為我，我也為你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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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10-40310
60110-60410
80110-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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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行走在狹巷裏，一日復一日，你沿著一條生涯的狹巷，急速或緩慢往前走；

你走著你的巷道，他走著他的巷道，兩人很難交換；一人兼走兩巷，更是分身乏術。

有自知之明的人，不做妄想，只沿著自己的巷道走，一直走，一直走，卻也踩過了不

少行程，在身後留下一段長長的路。譬如擺小麵攤，一擺二十年，卻也可以把麵攤移

到自置的高樓長廊下。人就像牛一般，一步一步的走，犂頭在後面一行一行的犂，不要

急躁，不要跳來跳去，一個上午，說不定半畝地的蔓草，已經被新泥覆蓋在下面了。」

（顏元叔〈行走在狹巷裏〉）以下成語，何者不切合本文對於人生道路所產生的體悟？ 
一點一滴 一心一意 一往直前 一木難支 

張愛玲〈愛〉：「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

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的

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這段話的旨趣，與下列詩句何者最為相似？ 
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流水白雲尋不盡，期君何處得相逢 

「作畫之道，大類弈棋。低手扭定一塊，所爭甚小，而大局之所失已多。國手對弈，

各不相爭，亦各不相讓，自始迄終，無一閒著，於此可悟畫理。」（清．沈宗騫《芥

舟學畫編》）作者認為棋道與畫理相通之處在於： 
切忌貪小而失大  時時恆有通盤布局 
態度不可懈怠懶散  不爭不讓，無忮無求 

蠹魚蝕書滿腹，龐然自大，以為我天下飽學之士也，遂昂頭天外，有不可一世之想。

出外游行，遇蜣螂，蜣螂欺之；遇蠅虎，蠅虎侮之。蠹魚忿極，問人曰：「我滿腹詩

書，自命為天下通儒，何侮我者之多也？」人笑之曰：「子雖自命為滿腹詩書，奈皆

食而不化者，雖多何用？」（清吳沃堯《俏皮話》）從本文可知作者所要諷諭的對象

是那一種人？ 
盛氣凌人，橫行無忌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自以為是，不知變通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每次婆媳意見分歧時，我沒耐心跟媽媽好好商量，總是選擇折衷或照太太的意思。

久而久之，我太太受到我的影響，與我之間發展成支配關係，而跟媽媽之間演變成對

立關係。我們三人從一開始可以隨便發揮的申論題，變成答案精簡的問答題，後來轉

型成選項不多的選擇題，終於落入沒有後路的是非題。」依據上文，可知三人的關係： 
愈益融洽 漸行漸遠 始終如一 相敬如賓 

承上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申論題在此指的是三人雖各抒己見，但仍可就事論事 
問答題在此指的是三人默契甚好，你問我答我問你答 
是非題在此指的是三人已磨合出相處模式，歧異甚少 
選擇題在此指的是作者最後的選擇偏向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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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憲法概念及特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具有最高之法規範效力 

成文憲法之變動，僅有重新制憲之唯一可能性 

基本權之保障及權力分立之設計，為現代立憲主義憲法之重要判準 

國家為憲法之主要規範對象 

2 政府採購法規定得標廠商於履約期間必須僱用一定比例之原住民，僱用不足者應繳納代金。司法院釋字第

719 號解釋認為此一規定並未違憲，本號解釋並未引據下列何種規範？ 

憲法第 5 條各民族一律平等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 條促進原住民族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 21 條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原住民族之經濟得到持續改善 

國際勞工組織原住民和部落人民公約第 20 條各國應確保原住民族勞動者在受僱上受到有效保障 

3 下列何稅為憲法明定應徵收者？ 

所得稅 房屋稅 土地增值稅 契稅 

4 依據憲法之規定，獨佔性企業之經營原則為何？ 

以公營為原則  以國民經營為原則 

以公民營合力經營為原則 以公民營自由競爭為原則 

5 下列何者為憲法第 170 條所稱之法律？ 

地方稅法通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6 為消弭人民對某政務官健康警訊疑慮，行政院公布該官員之就醫病歷。此舉可能侵害到該官員之何種基本權？ 

服公職權 資訊隱私權 平等權 人身自由 

7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本人得聲請該管法院，將之從逮捕機關移送法院審問之程序，稱為： 

拘提 管收 提審 糾舉 

8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下列何者非屬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 

內在信仰之自由 宗教行為之自由 宗教營業之自由 宗教結社之自由 

9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下列何者非屬居住及遷徙自由之保障範圍？ 

旅行 遊行 出境 入境 

10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下列何者不受結社自由之保障？ 

主張共產主義者 主張分裂國土者 從事組織犯罪者 強制加入職業團體者 

11 下列何者非屬服公職權之保障範圍？ 

晉敘陞遷權 俸給權 身分保障權 轉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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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內涵？ 

三級三審之審級救濟權  聽審權 

適時救濟請求權  公平審判請求權 

13 依司法院釋字第 720 號解釋意旨，羈押被告係涉及下列何種基本權之限制？ 

人身自由 隱私權 居住自由 生存權 

14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9 號解釋，人民營業之自由，係下列何種憲法基本權所保障之內涵？ 

生存權 工作權及財產權 遷徙自由 訴願權及訴訟權 

15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6 號解釋意旨，買賣交易之契約自由係源自於憲法所保障之何種基本權？ 

憲法第 15 條之生存權  憲法第 15 條之工作權 

憲法第 15 條之財產權及第 22 條之概括基本權 憲法第 15 條之生存權及第 16 條之訴訟權 

16 憲法第 133 條規定，被選舉人得由原選舉區依法罷免之。依憲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直轄市長得由該直轄市之選舉人罷免之 

區域立法委員得由原選舉區之選舉人罷免之 

不分區立法委員以全國為選舉區，得由該選舉區之選舉人罷免之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以平地原住民為選舉區，得由該選舉區之選舉人罷免之 

17 立法院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所提之議案，下列何者無須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選舉人投票決定？ 

總統彈劾案  總統罷免案 

領土變更案  監察院與立法院合併之修憲案 

18 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有關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每一縣（市）無論其人口多寡，至少選出立法委員 1 人 

政黨得票率達百分之三以上者，始得參加政黨比例代表之席次分配 

政黨當選名單中，任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立法委員任期為 3 年 

19 依司法院釋字第 627 號解釋意旨，下列何者非屬總統享有之特權？ 

刑事豁免權 

言論免責權 

決定國家機密不予公開之權力 

就國家機密事項於刑事訴訟程序之拒絕證言權 

20 關於公務員懲戒制度之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非屬司法機關 不服公務員懲戒議決，不得提出上訴 

懲戒處分影響人民服公職權利 懲戒處分之審議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21 憲法第 53 條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此規定之目的係為維護下列何種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 比例原則 行政一體原則 

22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令，若新任立法委員尚未選舉產生，應由何者召集遭解散之立法院追認緊急

命令？ 

總統 立法院院長 立法院自行集會 行政院院長 

23 依憲法規定，立法院不得對何種事項進行議決？ 

法律案 預算案 決算案 媾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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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憲法第 81 條規定，為保障法官，將法官轉為非法官職務，應以下列何種規範定之？ 

法律 職權命令 行政規則 職務命令 

25 監察院審計長應於行政院提出決算後至遲幾個月內完成審核？ 

1 個月內 2 個月內 3 個月內 4 個月內 

26 With a search      , police officers may search a residence without its owner’s consent. 

warrant guarantee certificate contract 

27 Unfortunately, the police were unable to gather enough evidence during their       of the serial murders. 

accumulation invasion investigation communication 

28 A juven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person who is typically under the age of 17 and commits an act that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charged as a crime if they were adults. 

teenager junior delinquent freshman 

29 Today, ID fraud is a major concern for police around the world. Many young people use       ID to access adult 

venues, such as concerts and nightclubs. 

counterfeit multiple double official 

30 Mary’s       against her husband’s conviction is being considered because she has presented some new solid 

evidence to the judge. 

offer complaint appeal confession 

31 Jane is a victim of       and sexual violence, because ever since her mother fled from their house years ago she 

has been living alone with her alcoholic father. 

emotional domestic disputed depressive 

32       the driving habits of the two groups of drivers, the researcher hopes to find out ways to enhance road safety. 

Comparing with In comparison As compare By comparing 

33 This community is now under police       because many residents of this area strongly demand it after serial 

murders occurred over the past few days. 

speculation vision observation surveillance 

34 Jennifer was convicted of the murder of her mother and sister according to Sam’s       that he made to the jury. 

convention interrogation testimony pledge 

35 The Hong Kong Police try to prevent crime by persuading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do more to       themselves 

and their property. 

process prepare protect promote 

36 Mr. Jackson stated the reason why he left the brush company where he worked as a salesman because he thought 

the brush would not       beyond a month. 

last bear go count 

37 Avoiding phone       is very important for people not to be cheated. 

interviews fakes bills scams 

38 To stay physically healthy, most people know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 balanced      . 

diet date weight vision 

39 According to experts, a person’s lifestyle can be a major factor in their      ,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vantage beneficiary exposition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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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In Europe, many charity organizations receive more money from government       than from public donations. 

grants admissions certificates permits 

41 A number of universities in England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y trained highly skilled people for industry. 

because indebted to as a result of with a view to 

42 Mr. Jones has to be       all the time over his rare species of rose grown in the glass house, lest it should be 

stolen. 

allergic on guard primitive in sight 

43 At seeing the garden, Mr. Hooper has no sooner said what a small garden it is,       an airplane is heard taking 

off. 

then than yet thereby 

44 Jeff ’s five-year-old son had always enjoyed going to museums, particularly those where he could       buttons to 

make things work. 

arrange weigh press lodge 

45 Women who have jobs report that they feel overworked by household chores       their professional duties. 

according to in contrast to in addition to in regard to 

46 Susan’s gun was       after it was detected by the security officer at the customs at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smuggled exported confiscated purchased 

 

請依下文回答第 47 題至第 50 題： 

    Of all the websites, one that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recently is myspace.com. Most of this attention has come from 

the media and tells every reason why the website should be shut down. The threat of Internet predators is indeed a tough 

reality, but shutting down the site is not the answer. If myspace.com were shut down, another site would quickly take its 

place. Therefore, the right way is to teach teens how to use the site safely and educate them about who may be predators 

and how to avoid them. The key to   47   safe on the Internet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r profile is secure. The simplest 

way is to change the privacy setting on your profile to “private”, which protects your information   48   only the people on 

your friend list can view it. Although this is   49  , it is not perfect. Predators can find ways to view your profile if they 

really want to,   50   through hacking in or figuring out their way onto your friend list. Thus, you should never post 

too much personal information.  Some people actually post their home and school addresses, date of birth, and so on, 

often letting predators know exactly where they should go and when. 

47 stay  be stayed  stayed  staying  

48 as to no matter so that because 

49 elegant interesting effective impressive 

50 if whether however what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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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A A B C C B C

D A B C C A A B A

D C C A C A C C A C

B D C C A D A D A

C B B C C C D C C B

A

D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40 
全一張
（正面）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行政警察人員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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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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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依據警械使用條例而訂頒之「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其法律性

質為何？未經許可定製、售賣或持有該表所列之警械，法律責任為何？試分別論述

之。（25 分） 

二、甲 18 歲，將其健保卡借予 17 歲同學乙，供網咖店員檢查後，二人進入店內消費遊

玩，經警察局少年隊臨檢時當場查獲。請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相關規定分析應如何

處罰甲、乙二人？（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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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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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任警察機關、學校警察官人員之查核事項，由下列何者統一規劃其查核作業？ 
行政院 內政部 法務部 內政部警政署 

2 下列關於初任警察職務之試用與實習之敘述，何者錯誤？ 
試用期滿成績及格，予以實授 
初任各官等警察人員，未具與擬任職務職責程度相當或低一官階之經驗 6 個月以上者，應先予試用 3 個月 
警察專科學校及警察學校學生經實習期滿畢業，考試及格分發任職者，免予試用 
試用期滿成績不及格，予以解職 

3 警械使用條例之法律性質為： 
警察組織法 警察作用法 警察任務法 警察人事法 

4 依法令規定警察機關必要時得協調駐在單位，指定駐衛警察在其鄰近地區，協助維護治安、整理交通。有關其執

行勤務守則，由下列何者訂定？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 當地警察局 當地警察分局 

5 下列關於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應遵守規範之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原因已消滅者，應立即停止使用 
警察人員應依法合理使用槍械，得逾越必要程度 

6 關於行政執行之義務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等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提出何種救濟主張？ 
聲明異議 要求申復 立即抗告 申請復查 

7 行政執行分署不服法院關於拘提、管收之裁定者，得提起抗告；有關其抗告之程序，準用下列何法律之規定？ 
刑事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 行政程序法 民事訴訟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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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何種原則之遵守？ 
比例原則 明確性原則 誠信原則 平等原則 

9 警察依規定，於查證人民身分之際，得採取之必要措施，不包括下列何者？ 
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搜索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籍 攔停人、車、船及其他交通工具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40 
全一張
（背面）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行政警察人員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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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警察實施查訪治安顧慮人口之相關項目，不包括下列何者？ 

查訪對象之金錢運用情形  查訪對象之生活情形 
查訪對象之交往情形  查訪對象之工作情形 

11 警察因人民之生命有迫切之危害，非進入不能救護時，得進入住宅。本項職權之法律性質為： 
行政命令 行政契約 直接強制 即時強制 

12 集會遊行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 
集會、遊行所在地之派出所 集會、遊行所在地之警察分局 
集會、遊行所在地之法院  集會、遊行所在地之檢察署 

13 下列關於社會秩序維護法訊問、處罰及執行時效之敘述，何者錯誤？ 
對停止營業、罰鍰之執行，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 3 個月未執行，免予執行 
對拘留之執行，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 6 個月未執行，免予執行 
違反行為有繼續狀態者，裁處期間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 
違反本法行為，逾 1 個月，警察機關不得訊問 

14 某甲有藉端滋擾住戶之行為，警察機關調查後，應如何處理？ 
移送由警察分局裁處 移送法院簡易庭裁定 移送法院檢察署起訴 移送由環保局裁罰 

15 下列何者並非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立法目的？ 
確保公務人員執行公正  適度規範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 
確保社會安全與秩序  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政 

16 內政部警政署之次級機關中，何者係整併臺灣保安警察總隊、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及環保警察隊等而成立的機關？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 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保安警察第七總隊 

17 警員甲於執行路旁盤查勤務時，發現民眾乙疑似酒醉駕駛，甲要求酒測但遭拒絕，乃掏出警槍欲強制乙受測，但

因誤觸扳機擊發導致乙因而受重傷。試問下列敘述何者符合警械使用條例規定之意旨？ 
甲使用警械之時機符合警械使用條例規定要件 甲使用警械之行為，為正當防衛之行為 
甲應將使用警械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長官 甲應直接對乙支付醫療費或補償金 

18 依警察教育條例之分類，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之教育係屬： 
養成教育 進修教育 深造教育 預備教育 

19 下列何者不屬警察職權行使法所明列職權類型之一？ 
查證身分 鑑識身分 蒐集資料 為民服務 

20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列何者屬得減輕處罰之人？ 
未滿 14 歲人  教唆他人為違序行為之人 
滿 70 歲人  為避免緊急危難出於不得已行為之人 

21 關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之執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處罰之執行，由警察機關為之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處罰，於裁處確定後執行 
裁定拘留確定，經通知執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逕予易處罰鍰 
拘留，應在拘留所內執行之 

22 下列何者為行政執行法所稱之間接強制方法？ 
怠金 
收繳、註銷證照 
扣留、收取交付、解除占有、處置、使用或限制使用動產、不動產 
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 

23 行政執行法所稱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不包括下列何者？ 
罰鍰 代履行費用 罰金 怠金 

24 公職候選人的配偶擔任公務人員，其所為的下列何種行為是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所不允許？ 
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  公開為公職候選人助講 
公開為公職候選人遊行拜票 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廣告 

25 「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72 條得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下罰鍰。本條所稱深夜，係指： 
午後 11 時至翌日午前 8 時  凌晨零時至 5 時 
日沒後至日出前  凌晨零時至 8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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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警特四-警察法規 解答 

▲行政院依據警械使用條例而訂頒之「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

表」，其法律性 質為何？未經許可定製、售賣或持有該表所列之警

械，法律責任為何？試分別論述之。 

答： 行政院依據警械使用條例所訂頒之「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

規格表」，為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故「警察機

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之法律性質屬於「命令」。 

未經許可定製、售賣或持有該表所列之警械，依警械使用條例

第 14條規定「由警察機關沒入」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條第

1項第 8款「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與同

條第 2項「情節重大或再次違反者，處或併處停止營業或勒令

歇業」處罰。 

 

▲甲 18 歲，將其健保卡借予 17 歲同學乙，供網咖店員檢查後，二

人進入店內消費遊玩，經警察局少年隊臨檢時當場查獲。請依社會

秩序維護法之相關規定分析應如何處罰甲、乙二人？ 

答： 乙之部份：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兒

童及少年不得出入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品零售店、

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經主管機

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而所稱兒童及少年，依

同法第 2條規定係指未滿 18歲之人。 

乙未滿18歲，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稱之少年，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

規定，經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盡

力禁止而無效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其父母、

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之申請或經其同意，

協調適當之機構協助、輔導或安置。 

甲之部份：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條第 13款規定，任

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帶領或誘使兒童及少年進入有礙

其身心健康之場所。而所稱兒童及少年，依同法第 2條規定

係指未滿 18歲之人。 

甲將其健保卡借予未滿 18 歲之乙，並進入店內消費遊玩，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97條規定，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以上答案出自李如霞老師工作室「警察法規」圖書教材

暨警察考試達人朱源葆博士「警察法規」數位教材，特

此致謝！！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30 
全一張
（正面）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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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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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指派於下午交通尖峰時間擔任路口交通疏導勤務時，出現交通流量飽和，你考

慮以手勢指揮執行交通疏導，請問應注意那些指揮疏導要領？（20 分） 

二、深夜民眾報案指稱，有一男子躺在公園步道旁，臉部朝下不知是否已死亡。你是初

抵現場之員警，對該男子應如何處置？（20 分） 

三、你是警勤區員警，依照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實施家戶訪查時，遇到居民拒

絕訪查時，你應如何委婉說明及處置？（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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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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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誕前夕夜晚，據報有人於 KTV 慶生狂歡並可能使用毒品助興，經前往查緝果然發現甲等 3 人於 KTV 包廂飲
酒作樂，但並未查獲任何違禁物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臨檢盤查進入包廂，可以「附帶搜索」該等手提行李等 
臨檢盤查進入包廂，得以「逕行搜索」該等手提行李等 
因事態緊急，為能保全證據，警察報請檢察官許可實施「緊急搜索」 
只要該等簽署「同意搜索」書面，相關證據蒐集保全即屬合法 

2 你是警勤區員警，最近接獲多起民眾反應意見謂：時常接到警察局來電要他們告知個人身分資料、銀行存摺密碼
等，並要求協助說明相關案情，進行電話語音筆錄，以利警局偵辦案件。民眾直覺反應，懷疑這會不會是詐騙
電話，於是詳查來電號碼確屬警察局電話。面對這種民眾的困擾事件，你會建議他們怎麼做？ 
即刻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 即刻撥打 175 反詐騙專線查證 
即刻撥打 119 反詐騙專線查證 即刻撥打 113 反詐騙專線查證 

3 你是分局偵查隊的值日偵查佐，收到轄內派出所移送關於查獲涉嫌賭博電子遊戲場案件，發現涉案的人證、扣押
之物證或相關文件不齊全時，下列何項處置流程較不適當？ 
退回陳報的派出所，就缺件補正後始受理 立即在偵查隊實施複訊 
通知未到案的涉案人到分局接受偵訊 請示檢察官對本案犯嫌的移送方式 

4 你是派出所警員，擔服深夜 2 時至 4 時巡邏勤務，帶班同仁超過出勤時間 15 分鐘仍未出現，你應作何處置？ 
自己服勤  報告所長調配警力 
等帶班到勤再出勤  通報勤務指揮中心變更勤務 

5 你是派出所警員，帶班與另一名同仁擔服巡邏勤務，勤務指揮中心以無線電通報轄內某 KTV 內有鬥毆事件，通
知你們前往處理，到達現場後首先應採取何種處置？ 
立即進入 KTV 處理  等候支援警力到場 
向勤務指揮中心回報到場及現場情形 追捕嫌犯 

6 你是派出所勤區警員，對於勤區內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下列何種作為錯誤？ 
每個月實施查訪 1 次，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數 
查訪項目以查訪對象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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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查訪，應於日間為之；但與查訪對象約定者，不在此限 

7 你是偵查佐，為有效查緝轄內某販毒集團，擬遴選第三人（線民）蒐集販毒證據資料，下列程序何者錯誤？ 
書面陳報經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製作文書時應以第三人之化名或代號稱之，以保密其真實身分 
得口頭賦予第三人線民名義，但不發給任何證明文件 
遴選第三人所蒐集之資料應列為極機密文件，並專案建檔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4年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60130 
全一張
（背面）

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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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 餘名青少年凌晨 5 時結夥騎車逛大街喧鬧，見 1 名騎自行車運動的少年不順眼，就攔下持刀作勢欲砍，該少

年見狀逃逸。有路過民眾向正在值班的你電話報案，你的處理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即以無線電呼叫通知線上巡邏人員前往攔截 
待該少年前來正式報案後，始聯絡備勤人員前往處理 
先請報案民眾前來派出所製作筆錄 
因值班本身佩帶有槍械，立即趕往現場處理 

9 你與 3 名員警擔服分局 23 時至 2 時路檢勤務，執勤中，發現機車騎士甲在前方 30 公尺處，突然加速並自外側車
道變換至內側車道，下列何項處置較為正確？ 
甲之行為屬一般駕駛用路行為，警察不應盤查或攔檢 
甲之行為無危害情形發生，警察不宜盤查或攔檢 
考量時間、駕駛人行為等客觀事實，研判甲有危害道路行車安全之虞，警察自得實施攔檢 
甲之行為屬民眾看見警察路檢的自然反應，不宜盤查或攔檢 

10 你是偵查隊小隊長，接獲通報前往現場處理車禍死亡案件，並依規定報請地檢署檢察官前來現場相驗，交通分隊
員警已完成繪製現場圖、拍照、蒐證工作，但檢察官還沒到，艷陽高照，家屬不忍死者在馬路上曝曬，強烈要
求由殯葬業者接手，此時如何處置最適當？ 
車禍現場處理程序尚未完成，請殯葬業者離開 婉拒家屬要求，耐心等候檢察官前來完成相驗 
安撫家屬情緒，請殯葬業者將遺體移至殯儀館 向檢察官報告現場狀況，建議移至殯儀館相驗 

11 假日花市發生搶案，民眾報案稱嫌犯騎乘機車逃逸，並提供車牌號碼，經查該機車及車牌均並未報案失竊，你是
到場處理本案之偵查佐，下列接續偵查作為何者最適當？ 
直接至車主住處埋伏，發現車主返家逕行拘提 查出車主電話號碼，報請檢察官聲請通訊監察 
查明嫌犯特徵，並通報勤務指揮中心攔截圍捕該車 以犯罪嫌疑人通知書，通知機車車主到案說明 

12 派出所員警於深夜執行路檢，汽車駕駛人甲經呼氣檢測酒精濃度高達 0.67 毫克/公升，遂依違反刑法第 185 條之 3
逮捕解送分局偵查隊偵處，你是值日受理偵查佐，問完筆錄已經凌晨 2 時，下列處理何者最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 92 條規定，立即將甲解送地檢署值班檢察官 
傳真免予解送報告書至地檢署法警室後，等待甲之律師前來後釋放 
傳真免予解送報告書至地檢署法警室後，經檢察官許可後逕予釋放 
先留置於分局拘留所，待日出後再將甲解送地檢署值班檢察官 

13 你接獲報案前往處理性侵害刑案現場，對於現場內之證物處理及調查，下列何項處置不適當？ 
查明被害人案發前 3 日內之性生活 精液跡證不可以使用塑膠袋包裝 
毛髮與纖維微跡證應採用雙層包裝方式 同類的物證應併同包裝，俾利比對 

14 轄區發生 2 名歹徒持刀強盜銀樓案，歹徒搶得金項鍊 5 條後欲離去時，與店員發生扭打，1 名歹徒被制伏，另 1
名歹徒則帶贓物騎車逃逸。你與同事騎機車巡邏時，收到勤務指揮中心通報，在到達現場途中發現歹徒，你應
如何作為？ 
立即攔截逮捕嫌犯  報告派出所主管派員支援 
跟蹤並等待上級指示  通知偵查隊向檢察官申請拘票後再逮捕 

15 你是臺北市某分局偵查佐，查獲 17 歲犯罪嫌疑人甲吸食安非他命案件，有關移送作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報告書移送地檢署 以移送書移送地檢署 以移送書移送少年法庭 函送少年法庭 

16 你是派出所巡邏人員，正在執行 0 時至 2 時巡邏勤務，巡經河濱公園旁發現有青少年聚集，下列何者不宜逕行身
分查證？ 
公園內攜帶武器或刀械  見警神色慌張，乘機逃跑 
無故丟棄財物逃跑  奇裝異服練習街舞 

17 當你接獲派遣抵達交通事故現場之後，遇有現場民眾相互叫囂辱罵，在無行車危害情況下，下列何者是你應最優
先的處置？ 
了解當事人受傷情形，通知消防救護機關 劃定管制區，指揮疏導交通 
排除叫囂辱罵之現場狀況  就現場狀況回報值班人員及勤務指揮中心 

18 你正在執行取締砂石車超載勤務時，前方 1 輛砂石車不配合員警吹哨攔停之指示停車，反而從旁加速離去，你在
現場，下列作為何者錯誤？ 
立即通報勤務指揮中心實施線上攔查 將違規情形通報公路監理機關依公路法處罰 
開巡邏車實施追蹤稽查  依其車號、車型，逕行舉發其不服從指揮稽查 

19 甲開車和機車發生輕微碰撞，雙方覺得無損失便自行離去，而未即時報案，事後甲覺得不妥，到派出所報案，欲
取相關證明文件；你是值班員警，下列作為何者正確？ 
不用受理，亦無須派員實施現場勘察；不得發給甲相關處理證明文件資料 
應即受理，無須派員實施現場勘察；依甲要求發給相關處理證明文件資料 
應即受理，並派員實施現場勘察；仍應發給甲相關處理證明文件資料 
應即受理，並派員實施現場勘察；不得發給甲相關處理證明文件資料 

20 你擔服值班勤務，接獲轄內守望相助隊巡守隊員來電報稱，於社區巡邏途中發現 2 名竊賊，其中 1 名擔任把風，
另 1 名正持械著手竊取停放路旁之汽車，下列對該守望相助隊員之指導作為何項較不適當？ 
觀察記錄竊賊之特徵  觀察記錄竊賊所使用之交通工具 
在適當距離監控竊賊之動態 立即奮勇逮捕竊賊送警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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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警特四-警察情境實務 解答 

▲你被指派於下午交通尖峰時間擔任路口交通疏導勤務時，出現交通

流量飽和，你考慮以手勢指揮執行交通疏導，請問應注意那些指揮

疏導要領？ 

答：依交通疏導作業程序規定之指揮疏導要領為： 

指揮時精神要旺盛，姿態要端正、手勢要明確、哨音要響亮。 

量站於固定位置，不可隨便走動或妨礙車輛通行。 

盡車輛通行時間應予合理分配。 

指揮同一方向通行時間不可過長，以 120秒以下為度，惟不得

少於 15秒。 

指揮車輛停止之手勢，不可急促或突然，在車輛行進中，盡量

避免指揮大型或載重車輛停止，以減少起步遲延。在多車道之

道路應將大型或載重車輛引導駛入外側或適當之車道。 

先指揮直行車通過，再指揮左轉車為原則，惟應因時制宜，如

左轉車流量甚大有形成阻塞之虞，亦可指揮左轉車先行。 

變換通行方向時，手勢應有適當節拍，先清除交岔路口內車輛

後，再予放行他向車流。 

注意慢車及行人安全通行，對穿越交岔路口行人尤須注意保

護。 



指揮時，下半身以保持與立正相同之姿勢為原則，長時間指揮

雖可不必拘泥，但仍應保持端莊自然姿勢。 

全面交通飽和，各方向均無法通行時，交岔路口必須保持淨空

與靜止，應作以下處置： 

立即向上級（或勤務指揮中心）報告，請求支援處理。 

支援人員應視實地狀況，先從各方向入口處管制車輛繼續進

入，引導其改道行駛，至可正常通行時為止。 

先指揮一向或二向車輛通行，使之漸漸疏散，恢復交通。 

 

▲深夜民眾報案指稱，有一男子躺在公園步道旁，臉部朝下不知是否

已死亡。你是初抵現場之員警，對該男子應如何處置？ 

答：初抵現場的員警，因現場可能非常混亂，於決定事件的性質後，

必須冷靜地將現場穩定及控制下來，並以處理緊急狀況（如搶救

傷患）為最首要的工作；亦須確實執行證物之保護，因犯罪案件

能否偵破與證物的發現關係最為密切。初抵現場員警的初步處理

工作大致如下： 

現場全景初步觀察及記錄。 

現場安全性評估及處置。 

傷患救護。 



死者處理。 

現場封鎖及證物保全。 

現場初步調查訪問。 

現場逮捕嫌犯。 

現場控制權移轉予偵查人員。 

 

▲你是警勤區員警，依照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實施家戶訪查

時，遇到居民拒絕訪查時，你應如何委婉說明及處置？ 

答：答：依據家戶訪查標準作業程序規定：遇有拒絕訪查者，應善加

勸導，如仍拒絕，將詳情註記於戶卡片副頁及勤區查察腹案日誌

表，以供參考。 

而應如何委婉說明則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第 56 點

規定，實施家戶訪查遇有民眾拒絕時，應委婉說明如下： 

家戶訪查係警方例行性普遍訪查工作。 

主要目的在於訪詢家戶生活安全需求，告知最近發生之治安狀

況與危害事故，指導民眾生活安全維護。 

籲請民眾共同注意社區安全。 



※以上答案出自李如霞老師工作室「警察情境實務」圖書

教材暨警察考試達人朱源葆博士「警察情境實務」數位

教材，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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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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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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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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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警察勤務組織在警力部署上，大多採行何種警力配置原則？（9 分）其主

要原因為何？（16 分） 
二、「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Oriented Policing）是一種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警察勤

務作為。假設你所服務的派出所轄區內，經常於某時段頻繁發生交通事故，試問應

如何運用此種警政模式於勤務規劃的程序中？（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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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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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下列那些措施？①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 ②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
特徵 ③拍搜駕駛人或乘客之身體 ④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 行政警察執行勤務佩帶槍彈，應由主官依據各該轄區實際治安狀況、警械配備、員警本身能力，適當調配，有關
佩帶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勤區查察：個別專責查察不佩帶，聯合查察佩帶 
巡邏、臨檢、值班、守望：佩帶 
備勤：不佩帶；但突發事件之機動使用或臨時勤務之派遣，依所服勤務性質佩帶 
其他勤務（含各專業機關執行各專屬警察勤務）：視勤務性質、服勤地點及事實需要，由主官決定 

3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26 條規定，各級警察機關實施勤務督導之目的有三，下列何者正確？①激勵服勤人員工作
士氣 ②指導工作方法 ③考核勤務績效 ④發揮督察功能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4 警察機關受理 e 化平臺作業系統共有 9 類，下述 4 類系統作業內容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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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作業系統：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登輸、處理、管理、統計及報案三聯單製作等作業 
交通事故作業系統：交通事故案件受理、筆錄製作及相關表單輸入等作業 

5 員警於執行巡邏勤務中遇有可疑人、車，實施盤查時，得採取之必要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予以攔停人車，詢問基本資料，令其出示證明文件 
若有明顯事實足認有攜帶傷害生命身體之物，得於請示上級許可後，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受盤查人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或拒絕出示身分證件或出示之身分證件顯與事實不符，而無從確定受檢人身分

時，帶往警察局、分局、分駐（派出）所查證 
帶往查證時並報告勤務指揮中心及通知受盤查人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6 備勤人員於奉派解送人犯前，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應檢查人犯身上有無藏匿兇器、藥物、違禁物、管制物或其他危險物品，以防其自殺或脫逃 
先令人犯如廁，以避免途中藉機脫逃 
依規定使用警械或相關戒具、重要人犯應加腳鐐，以防脫逃 
以警備車單人解送人犯時，得命人犯坐於駕駛座右側，以防其脫逃或襲擊 

7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下列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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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局 警察分局 分駐（派出）所 

8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 8 條規定，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時，得實施之事項。下列何者正確？①告知與警
察聯繫之方法與最近發生之治安狀況及防範危害事故相關作為 ②訪詢家戶居家生活內容 ③指導家戶生活安
全維護事項 ④其他必要為民服務事項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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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依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警察查訪該類人口時，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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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實施查訪，應選擇適當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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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實施查訪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不用告知查訪事由 

10 為符合現代都市治安變化之需要，檢討修正警察勤務制度，從民國 84 年起，內政部警政署訂頒一系列「強化警
察勤務功能」相關策進作為，授權各勤務單位在既有主、客觀條件下，能彈性、靈活編配勤務，其相關策進作
為有關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內政部警政署對勤務的規劃只作原則性規定，授權分局長依地區特性、治安狀況、警力等因素自行規劃，逕行實施 
警力運用視任務需要，變更過去「優勢警力」觀念為「適當警力」，應依地區特性、治安狀況、警力多寡、

民眾需求等因素適當調配、彈性派遣、打破建制、相互支援 
所長（主管）應親自編配勤務或副所長（指定代理人）依其編配原則，編排勤務分配表 
各級警察機關轄區內發生重大災害、事故或其他案件時，得跨分局、局，洽請非所屬或附近他轄區行政或專

業單位協助之 
11 警勤區員警於勤區查察後，有關民眾於「社區治安及為民服務意見表」反映之事項，應提前於勤務結束前幾分鐘

返所，依規定陳報、轉報，或過錄其他資料，陳請所長核閱？ 
10 分鐘 15 分鐘 20 分鐘 30 分鐘 

12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警察分駐所、派出所為勤務執行機構，依其性質，負責警勤區之事項，下列
何者正確？①規劃 ②勤務執行 ③業務推動 ④勤務督導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13 警察勤務運作原理有一個假設：警察人員愈早到達犯罪現場，則逮捕犯罪人之機會愈大。此乃基於勤務運作之： 
機動原理 迅速原理 彈性原理 顯見原理 

14 下列何者係內政部警政署民國 104 年 4 月 2 日通報減化警察協辦業務 20 項之內容？①協助傳染病防疫 ②協助
狂犬病、登革熱、急性傳染病防治宣導 ③協助違法藥品之稽查取締 ④協助違法藥師、藥劑生之稽查取締 
⑤協助違法食品安全衛生稽查 ⑥查緝非法外勞 ⑦協助急難救助之個案訪查 ⑧協助非道路範圍攤販之取締 
①②③④ ①③⑤⑦ ②④⑦⑧ ⑤⑥⑦⑧ 

15 擔服維護行政院區安全之勤務係下列何者？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國防部警衛大隊 

16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期間，管轄警察局（分局）之查訪密度為何，並得視其再犯危險增加查訪次數？ 
每週至少 2 次 每週至少 1 次 每半個月查訪 1 次 每個月查訪 1 次 

17 依據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規定，分駐（派出）所得視需要重新評估，規劃調整設置，但其須經下列何者
核准？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 該管縣（市）政府 該管縣（市）政府警察局 

18 有關警察人員執行勤務著防彈衣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汽車巡邏時，不分日間及夜間，下車執勤時才須著防彈衣 
執行守望勤務時，不分日間及夜間，一律著防彈衣 
機車巡邏時，不分日間及夜間，一律著防彈衣 
臨檢時，不分日間及夜間，一律著防彈衣 

19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規定，警勤區員警實施訪查時，應以下列何種方式進入適當之處所辦理訪查？ 
應視狀況進入訪查即可  應經受訪查人之同意並引導，始得進入 
得不經其同意，逕行進入訪查 應經村（里）長陪同，受訪查人之同意，始得進入 

20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為社區治安專責人員，派任時應遴選優秀員警專責擔任，並以久
任為原則。其明定之久任係指下列何者？ 
6 年以上 3 年以上 2 年以上 1 年以上 

21 警察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情事者，應在時限內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違者依法令
應受何種處分？ 
罰鍰 罰金 小過 申誡 

22 下列何者不是訂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之目的？ 
結合社區治安需求 強化警勤區經營效能 防制訪查對象再犯 建立警民夥伴關係 

23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16 條規定，除有特殊任務得變更外，深夜勤務以不超過幾小時為度？ 
8 小時 6 小時 4 小時 2 小時 

24 當你針對可能經營地下錢莊高利貸放等處所，實施掃蕩勤務時，係在執行下列何種專案？ 
緝仿專案 緝豺專案 安康專案 正俗專案 

25 警察為維護社會治安，得定期實施查訪治安顧慮人口，以防制再犯，下列何者不是治安顧慮人口？ 
曾犯公共危險罪，經執行完畢者 曾犯妨害自由罪，經執行完畢者 
曾犯擄人勒贖罪，經執行完畢者 曾犯妨害性自主罪，經執行完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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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警特四-警察勤務 解答 

▲ 各國警察勤務組織在警力部署上，大多採行何種警力配置原則？ 

其主要原因為何？ 

答： 警力配置可分為下列 3種方式： 

集中制：將服勤員警集中，以厚結警力，俾利統一調度，直

接分別派遣員警執行任務。 

散在制：將員警分布於各勤務執行機構，由其各別負責分配

員警輪流服勤，全面掌握治安，此制重點在於警力普及。 

集中散在併用制：權衡集中制與散在制之優缺點，取二者之

長而捨其短，再因時、因地、因事而制其宜。 

各國在警力部署上大多採行集中散在併用制，主要原因在於： 

集中制雖能集中警力、便於管理、統率與運用，但對於指導

民眾、推行政令、預防危害、檢舉犯罪等方面難期周密；且

若轄區面積遼闊，對偏遠地區則易生鞭長莫及之感。 

散在制則與集中制相反，雖警力與民眾較親近，便於處理事

故，敏捷機動，且容易掌握轄區內之狀況；但亦因警力分散

導致力量薄弱，而值勤處所固定，宵小易於躲避。 



故採用集中散在併用制可盡力避免集中制與散在制之缺陷，同

時兼收二部署制度之成效。 

 

▲「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Oriented Policing）是一種以問題解

決為導向的警察勤務作為。假設你所服務的派出所轄區內，經常於

某時段頻繁發生交通事故，試問應如何運用此種警政模式於勤務規

劃的程序中？ 

答： 問題導向警政即在處理案件時，一併蒐集與事件有關之資訊，

並彙整其他管道之資訊，使對問題之了解更為透徹，最後針對

問題的潛在背景情勢去著手；其中最重要的概念為「SARA模

式」： 

掃描（Scanning）：確定問題優先順序並進一步確定問題的存

在後，專注於一個問題加以檢視，開始蒐集資料。 

分析（Analysis）：試著了解整個事件和問題之情境及伴隨問

題而來的狀況，並確定問題發生的原因、頻率和時間。 

回應（Response）：對已有類似問題的情況加以研究並提出

解決方案，在諸多方案中選出最合適之計畫，著手實施計畫

中的作為。 



評估（Assessment）：進行評估確定持續的效果，並確認計畫

是否達成目標並蒐集質與量的資料，討論原始計畫以確定新

策略的需要。 

若服務的派出所轄區內，經常於某時段頻繁發生交通事故，可

運用 SARA模式於勤務規劃的程序中： 

任務分析和狀況判斷：運用 SARA模式中的掃描與分析，了

解該時段頻繁發生事故的原因，蒐集相關資訊，並確定任務

的目標為何。 

下達決心與策定計畫：運用 SARA模式中的回應，針對該時

段的勤務提出可解決頻繁發生事故此一情況的計畫，並從中

選出最合適之計畫執行。 

交付任務並督導執行：運用 SARA模式中的評估，確認勤務

執行後的成效，以及是否有需要改進的部分。 

※以上答案出自李如霞老師工作室「警察勤務」圖書教材

暨警察考試達人朱源葆博士「警察勤務」數位教材，特

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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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選項何者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偵查主體？ 
司法警察官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官 
檢察官  警察機關分局長以上長官 

2 A 係某市政府警察局派出所的警員，某日民眾甲前來報案，渠停放於屋外機車遭竊，下列程序何者錯誤？ 
請民眾詳述失竊過程並製作筆錄 
了解失竊周遭有無監視錄影設備 
通報分局或有關單位 
赴現場勘察同時請民眾提供車籍資料，視車輛價值決定由分局或派出所偵辦 

3 關於搜索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係對人或物的強制處分 
緊急搜索係指司法警察（官）懷疑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住宅時，即可對該住宅逕行搜索 
司法警察（官）欲進行搜索時，應向檢察官提出申請，經檢察長核定後核發搜索票 
檢察官所為之緊急搜索可為無票搜索，應於實施後 5 日內陳報該管法院，法院認為不應准許者應在 3 日內

撤銷 
4 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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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為犯罪嫌疑人之三親等之姻親 曾為犯罪嫌疑人之配偶 
與犯罪嫌疑人訂有婚約者 曾為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者 

5 關於告發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基於國民義務，任何人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 
告發只需申告犯罪事實，毋庸知悉犯罪嫌疑人 
可以書面或口頭為之 
警察人員受理言詞告發時應製作筆錄 

6 關於犯罪現場封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現場封鎖以保全跡證為主 
重大刑案應運用三段式區分法來進行現場封鎖 
現場封鎖必須使用警示閃光燈、警戒繩索等以進行管制，是否指派員警進行警戒，需考量人力因素 
對於高階警官或媒體到現場了解狀況時，至多允許彼等進入第二段管制區 

7 在武器對等、保障人權等原則下，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對於強制辯護已有完善的規範，司法警察（官）
偵查時，對下列何種未經選任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應通知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 
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 具原住民身分者 
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 檢察官或審判長認為有必要者 

8 跟蹤乃偵查人員為達成偵查犯罪任務，對特定人或物所作的一種秘密而持續的觀察活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為破案需要，所以絕對不可發生脫蹤情事，縱有事故發生亦應固守崗位 
是一種固定觀察 
被跟蹤對象進入建築物，由其他出口脫蹤，執行人員應視狀況重新部署或採取必要之措施 
執行時為求隱密，人數不得超過 3 人 

9 諮詢布建為犯罪偵查手段，更可收到預防犯罪目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以運用諮詢人員共同執行任務 
諮詢人員應常至辦公處所泡茶聯誼以培養感情默契 
儘量採取單線聯絡方式 
用人不疑，所以毋須運用其他諮詢人員進行相互監視掌控 

10 甲為國軍現役中校軍官，為向友人炫燿，將部隊槍枝攜回把玩，經人檢舉，你是查獲該案的員警，應如何處置？ 
甲為現役軍人應移送軍事法院檢察署追訴 
甲觸犯之罪為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竊占公用器材、財物，應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追訴 
甲觸犯陸海空軍刑法第 64 條之罪，應移送軍事法院檢察署追訴 
甲觸犯陸海空軍刑法第 64 條之罪，應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追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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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於搜索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官）搜索以令狀主義為原則 
司法警察（官）執行拘提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身體、攜帶物件，但不包括其

所在處所 
雖無搜索票，但司法警察（官）在徵得受搜索人同意，仍得進行搜索 
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以夜間不得入內搜索為原則 

12 警員甲、乙二人晚間 11 點巡邏時擬對騎士丙攔車盤查，丙不但不停車反加速離去，經追逐後攔下，發現丙
攜有安非他命及 K 他命予以逮捕，返回派出所後擬進行詢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在夜間必須徵得丙同意 
應先進行人別詢問、告知所犯罪名及得選任辯護人等權利 
詢問時應全程連續錄影 
丙在詢問時供稱，安非他命及 K 他命係丁提供，甲、乙二位警員必須先向檢察官申請拘票後才能拘提丁 

13 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我國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毒品分成三級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執行毒品防制工作，依法須設專責組織 
安非他命毒性較輕，屬於第三級毒品 
施用第一、第二級毒品，不分次數，採勒戒及刑事併罰 

14 關於 K 他命（Ketamine）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屬於第三級毒品 
屬合法的管制藥品，有麻醉效果，可用在外科手術 
服用後會開始產生幻覺，藥效退去後仍有可能持續影響協調、判斷能力 
施用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15 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為組織犯罪構成要件外，下列敘述何者亦屬之？ 
必須 2 人以上 有公開結盟的儀式 有內部管理結構 有共同使用的經費 

16 關於重大刑案勘察採驗規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為求時效，由刑警大隊長擔任現場指揮官 
分局長、刑警大隊長抵達現場，應先聽取最先抵達現場人員報告現場發現（生）經過、初處理及調查情形 
因應任務需要，應將人員編組成警戒組、調查組 
鑑識中心主任、鑑識課（股）長或資深之鑑識人員擔任調查組組長，率同所屬人員負責現場調查、採證與

記錄 
17 法有明文，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司法警察（官）調查時不適用 
在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每一被告選任辯護人以 1 人為限 
選任辯護人需以書面或口頭委任 
犯罪嫌疑人、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陳述時，在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司法警察（官）應主動通知法

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 
18 人民遭逮捕拘禁應於 24 小時內解送管轄法院，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之 1 有不予計入的法定障礙事由，下列何

者不屬之？ 
高速公路嚴重塞車 
因為濃霧致航班取消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為新住民，必須等候通譯到達現場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體質過敏鼻水噴嚏不止 

19 通訊監察為偵查犯罪的重要手段，下列之罪何者為不得聲請通訊監察書之罪？ 
刑法第 201 條偽變造有價證券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違背職務行賄罪 
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傷害罪 
證券交易法第 173 條行賄證交所董事、監事及受僱人違背職務罪 

20 下列何者非屬告訴乃論之罪？ 
刑法第 239 條通姦罪  刑法第 240 條第 2 項和誘罪 
刑法第 294 條違背法令撫養義務遺棄罪 刑法第 315 條妨害文書秘密罪 

21 關於告訴乃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應於知悉犯罪時 1 年內提出告訴 
得為告訴之人有數人，其一人遲誤期間，其效力不及於他人 
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其效力不及於其他共犯 
告訴後不得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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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洗錢罪的構成要件為何？ 

只罰為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掩飾隱匿，不罰為自己重大犯罪所得之洗錢 
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皆為洗錢防制法第 3 條所稱重大犯罪 
不論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因犯罪取得之報酬，皆屬犯罪所得 
只要有犯罪所得並對不法所得進行掩飾隱匿即有洗錢罪之該當 

23 下列何者非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規定，應移送少年法庭或少年及家事法院處理之事件？ 
觸犯刑罰法律行為者  參加不良組織者 
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刀械者 男女關係複雜且發生性行為者 

24 下列何者不是對兒童及少年的性剝削？ 
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 
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利用兒童或少年販售色情光碟、書刊 

25 下列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何者在警察機關訊問後可逕為處分？ 
於警察人員依法調查或查察時，就其姓名、住所等為不實陳述 
從事性交易 
無正當理由攜帶開啟、破壞門窗、鎖之工具 
加暴行於他人 

26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下列何者非屬重大刑案？ 
海盜罪  過失致死案 
縱火手段恐嚇勒索案  傷害致死案 

27 震驚社會的嘉義醃頭案發生時，馬上成立專案小組負責偵查，如該小組設於內政部警政署，下列何者非合適
之小組成員？ 
內政部警政署署長  嘉義縣警察局刑警大隊長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長 嘉義縣警察局局長 

28 有關自首案件，下列作為何者正確？ 
犯罪行為人對已被發覺之犯罪，親自向檢察官申告犯罪事實，為自首 
犯罪行為人對已被發覺之犯罪，委託他人，向警察機關申告犯罪事實，為自首 
犯罪行為人對未被發覺之犯罪，委託他人，向檢察官申告犯罪事實，並表明願受法律裁判者，為自首 
犯罪行為人對未被發覺之犯罪，親自向法官申告犯罪事實，雖未表明願受法律裁判者，亦為自首 

29 最先抵達刑案現場的員警，要注意現場跡證及其關係位置，下列何者不屬於要特別注意之易消失的跡證？ 
溫度 血跡 氣味 聲音 

30 情報諮詢是發現犯罪的關鍵，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下列何者不屬重點諮詢地點？ 
醫院、診所 網咖 夜市 車輛美容業 

31 抵達槍擊命案現場，對於射擊殘跡證物之處理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案發後 8 小時內儘速採集未經清洗、擦拭、救護之手部殘跡 
案發後 12 小時內儘速採集未經清洗、血跡污染之最外層衣物表面殘跡 
同案有槍彈證物可供鑑定者，以射擊殘跡證物之鑑定為優先，並將槍彈證物暫時保存，視需要，再行送鑑 
查獲槍彈證物，宜同時採取其彈殼內射擊殘跡備驗 

32 執行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例強制採樣時，採樣之樣本①血液樣本 ②唾液樣本 ③毛髮樣本的優先順序為何？ 
①②③ ②①③ ③①② ②③① 

33 發生重大刑案，現場勘察採證時，下列何種規定正確？ 
現場應依任務需要，將現有人員區分為鑑定組及勘察組 
刑事警察局派員協助，以該局現場勘察編組組長擔任勘察組長 
重大刑案由管轄警察局刑警大隊長擔任現場指揮官 
勘察組由刑警大隊長擔任組長 

34 偵查犯罪的要領，在人之清查中，下列那些對象應特別注意？①案件發生後，態度忽然失常者 ②在地方有
前科資料者 ③對本案發展不關心者 ④案件發生後，突然生活奢華，吃喝玩樂不正常者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35 關於偵查計畫之敘述或內容，下列何者正確？ 
偵查計畫之內容不含跡證鑑定情形 偵查計畫之內容包含案情研判 
無論是否能立即偵破的案件，均應有偵查計畫 偵查計畫之內容不含部署進度 

36 實施跟蹤監視應針對不同時、地等因素隨時變化偽裝，下列敘述何者不宜？ 
隨身攜帶之武器不得顯露 妥備適當之交通工具，以應急需 
應打扮舞台化妝，避免被認出 攜帶簡便偽裝衣物，可快速掩飾改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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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有關詢問犯罪嫌疑人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嫌疑人不能到場，應強制其到場，不得就其所在詢問 
詢問犯罪嫌疑人，應在警察機關之偵詢室為之 
詢問犯罪嫌疑人，應嚴密監護，以防止脫逃、施暴、自殺等意外情事 
犯罪嫌疑人有其他必要情形，亦得就其所在詢問 

38 司法警察於下列何種情形，不得在夜間詢問犯罪嫌疑人？ 
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者 
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 
經分局長許可者 
經檢察官許可者 

39 關於執行拘提逮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拘票有二聯，執行時，應一聯交被拘提人或其家屬，另一聯繳交法官或檢察官 
逮捕現行犯時，應將逮捕拘禁之原因，以書面告知其本人及指定之親友，至遲不得逾 24 小時 
拘票得於轄區外執行，惟如情況緊急時基於保密，事後不需再知會當地警察單位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通緝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同意，不得逮捕或拘禁 

40 員警依法拘提公務員或軍人身分之犯罪嫌疑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知照該管機關長官協助執行 得知照該管機關長官協助執行 
無須知照該管機關長官協助執行 只要有拘票，是否知照該管機關皆無所謂 

41 關於搜索扣押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實施搜索前應充分了解搜索目標、標的之基本資料及特性 
執行搜索、扣押時，應攜帶搜索扣押筆錄及照相機等蒐證器材 
執行搜索扣押，不需要戴手套 
搜索進行時，並注意安全防護措施及行動保密 

42 關於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得羈押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證據之虞者 
所犯為最輕本刑 5 年以上有期徒刑者 無一定之住所或居住所 

43 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司法警察機關得： 
逕行拘提 逮捕 強制到案 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44 關於搜索、扣押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搜索發現可為證據之物，得扣押之 
發現本案應扣押之物為搜索票所未記載者，亦得扣押之 
扣押搜索票尚未記載之物者，應於執行扣押後馬上報告該管檢察官及法院 
扣押，經法院撤銷者，應將扣押物發還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 

45 關於夜間得入內搜索之處所，下列何者錯誤？ 
假釋人居住在內 
常用為賭博或妨害風化行為之處所 
列管為毒品人口之住居所 
飲食店等夜間公眾可出入之場所，仍在公開時間內者 

46 扣押物應隨案移送檢察官處理，扣押物若為贓車，下列處理程序何者錯誤？ 
扣押物笨重不便搬運，得命所有人保管，不需將保管單隨案移送 
贓車經查確係被害車主所有，如經車主請求，得報經檢察官核可，先行發交被害人保管 
被害人（車主）填具贓物認領保管單，經簽報機關主官批示始得發還 
欲將贓車發交被害人保管前，車輛特徵亦經被害車主指認無訛，且無他人主張權利 

47 關於證據與自白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發現贓物時，應依法予以扣押 
查證自白時，講求迅速、深入、澈底，不需保密 
自白應出於自由，且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48 刑案發生被害人親自到派出所報案後，刑案紀錄表應於多久時間內填輸？ 
8 小時 16 小時 24 小時 48 小時 

49 關於發現享有外交豁免權之使領館人員的涉外案件處理，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偵查犯罪，非經當事人之同意，不得任意進入享有外交豁免權之使領館人員的住宅，進行蒐證作為 
發現涉外刑事案件，應先控制、保持現場後，立即會同刑事警察人員偵辦 
發現使領館涉有犯罪，事先徵得使領館館長之同意進入後，未經館長同意，不得搜索、扣押，但可翻閱或

影存文件 
因辦理刑案，有請求駐外刑事聯絡官協助之需者，應洽內政部警政署國際組特勤科通報辦理 

50 現行警察機關對於犯罪案件的管轄責任區分，對照刑事訴訟法概念，屬於： 
事物管轄 土地管轄 競合管轄 牽連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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