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一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四等考試（行政警察人員） 

 「警察實務概要」題解 

（Ｄ）自衛槍枝之持有人死亡時，如法定繼承人為未成年人，其槍枝彈藥應如

何處理 
    ？（Ａ）法院予以沒收（Ｂ）警察機關予以沒收（Ｃ）其家屬具結保管

（Ｄ）政府給價收購。 
（Ｂ）自衛槍枝查驗給照每幾年為一期？（Ａ）一年（Ｂ）二年（Ｃ）三年（Ｄ）

四年。 
（Ｄ）自衛槍枝持有人，如因案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經確定者，其自衛槍

枝應如何處理？（Ａ）法院予以沒收（Ｂ）警察機關予以沒收（Ｃ）其

家屬具結保管（Ｄ）政府給價收購。 
（Ａ）栽贓誣陷或誣告他人製造販賣手槍者，如何處罰？（Ａ）所誣告之罪之

刑（Ｂ）七年以下有期徒刑（Ｃ）所誣告之罪加重至二分之一（Ｄ）所

誣告之罪加重二分之一。 
（Ｂ）申請自製魚槍供作漁獵營生工具者，經許可製造完成後應由下列何者派

員查驗給照後始得使用？（Ａ）當地警察分局（Ｂ）當地警察局（Ｃ）

警政署（Ｄ）直轄市、縣（市）政府。 
（Ａ）下列何者非管制刀械？（Ａ）藍波刀（Ｂ）鋼筆刀（Ｃ）手杖刀（Ｄ）

鴛鴦刀。 
（Ｃ）由產製槍械合法廠商所製造之不具發射功能的制式槍枝模型，經加工改

造使具殺傷力之槍枝，稱為：（Ａ）改造玩具槍（Ｂ）類似真槍之玩具

槍（Ｃ）改造模型槍（Ｄ）改造可發射金屬或子彈具殺傷力之各式槍砲。 
（Ｄ）下列何者無法令依據配用槍械？（Ａ）警察役役男（Ｂ）監獄管理人員

（Ｃ）巡防機關人員（Ｄ）保全人員。 
（Ｄ）某巴拉圭駐華武官擁有自衛九零手槍一支和子彈二十發，因欲返國度假

二週，不想攜帶槍械出境，其應將槍械交給下列何者代為保管？（Ａ）

出境地海關（Ｂ）台北市政府警察局（Ｃ）保安警察第六總隊（Ｄ）巴

拉圭大使館。 
（Ａ）守望相助「規劃輔導組」中，辦理遴選訓練巡守人員及協勤民力事宜者，

為下列那一單位之職掌？（Ａ）警政單位（Ｂ）教育單位（Ｃ）社政單

位（Ｄ）民政單位。 
（Ｄ）「玩具槍管理規則」何時公告廢止？（Ａ）民國八十年十二月二十三日

（Ｂ）民國八十二年一月十五日（Ｃ）民國九十年十一月二十日（Ｄ）

民國九十一年五月八日。 
（Ｂ）選舉期間，對參、助選人蒐證有無違反選罷法及其他相關法令之專案為：

（Ａ）景泰專案（Ｂ）明鏡專案（Ｃ）治平專案（Ｄ）淨安專案。 



（Ｄ）未經許可攜帶扁鑽出入車站、碼頭或公共場所者，依下列何者處罰？（Ａ）

社會秩序維護法（Ｂ）行政執行法（Ｃ）刑法（Ｄ）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例。 
（Ｃ）國內某大學因警衛之需要，向當地警察機關請求派十五名駐衛警，依據

自衛槍枝管理條例之規定，該校駐衛警最多可置幾枝槍？（Ａ）十五枝

（Ｂ）五枝（Ｃ）三枝（Ｄ）未規定。 
（Ｃ）山地經常管制區不得向下列何者申請入山許可？（Ａ）分駐所（Ｂ）國

家公園警察小隊（Ｃ）檢查所（Ｄ）派出所。 
（Ｄ）集會遊行如跨越二個以上縣（市）警察局之轄區者，下列何者為其主管

機關？（Ａ）警政署（Ｂ）警政廳（Ｃ）縣（市）政府（Ｄ）各該縣（市）

警察局或分局。 
（Ｃ）集會、遊行原則上，不得在下列何地區及其週邊範圍舉行？（Ａ）監察

院（Ｂ）立法院（Ｃ）地方法院簡易庭（Ｄ）縣（市）政府。 
（Ｂ）公然聚眾，意圖為強暴脅迫，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令三次而不解散者，

可依下列何者處斷？（Ａ）集會遊行法（Ｂ）刑法（Ｃ）行政執行法（Ｄ）

強制執行法。 
（Ｃ）依據警政署義勇警察編訓服勤規定，義警之名額每一警勤區以多少為原

則？（Ａ）一至四名（Ｂ）二至四名（Ｃ）一至六名（Ｄ）二至六名。 
（Ａ）下列何者不用實施山地警備治安工作？（Ａ）台北市（Ｂ）台北縣（Ｃ）

台中縣（Ｄ）嘉義縣。 
（Ｃ）為維護山地治安，經常實施管制之山地管制區為下列何者？（Ａ）山地

特定管制區（Ｂ）山地特別管制區（Ｃ）山地經常管制區（Ｄ）山地普

通管制區。 
（Ｂ）中外人民申請進入山地特定管制區之期限，最長不得超過多少日？（Ａ）

十日（Ｂ）十五日（Ｃ）三十日（Ｄ）九十日。 
（Ｃ） 依據義勇警察編訓服勤作業規定，義警多久整編一次？（Ａ）一年（Ｂ）

二年（Ｃ）三年（Ｄ）一至三年，視狀況而定。 
（Ｂ） 輸出或輸入保育類野生動物之活體或其產製品，應先經下列何者同意？

（Ａ）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Ｂ）中央主管機關（Ｃ）地方主管機

關（Ｄ）野生動物研究機構。 
（Ｃ） 義警依其志願遴選，義警年齡限制為何？（Ａ）十六歲至三十歲（Ｂ）

十七歲至四十五歲（Ｃ）二十歲至五十九歲（Ｄ）六十歲以下。 
（Ｄ） 「玉山演習」為下列那一警衛安全勤務的代號？（Ａ）台灣省主席（Ｂ）

副總統（Ｃ）行政院院長（Ｄ）總統。 
（Ｃ） 下列何者非山地警備治安的工作項目？（Ａ）協助查處破壞國土環境行

為（Ｂ）防範種植大麻等毒品原料作物（Ｃ）協助山區戶口查察（Ｄ）

取締逃竄於山區或非法工作之外勞。 
（Ｄ） 爆炸物管理之主管機關，在縣（市）為下列何者？（Ａ）鄉（鎮）公所



（Ｂ）該管警察分局（Ｃ）縣（市）警察局（Ｄ）縣（市）政府。 
（Ａ） 敵我對峙時期，發現敵軍有進犯之徵候時，戰備應即昇高為下列那一階

段？（Ａ）警戒戰備階段（Ｂ）經常戰備階段（Ｃ）戰鬥戰備階段（Ｄ）

警備戰備階段。 
（Ｂ） 下列何者為警政署保安組的協辦業務？（Ａ）治安要點維護（Ｂ）召集

令狀送達（Ｃ）自衛槍枝管理（Ｄ）推行守望相助。 
（Ｄ） 一般警衛勤務實施方式以何者為主？（Ａ）交通管制（Ｂ）制高點（Ｃ）

值班、備勤（Ｄ）守望、巡邏。 
（Ｂ） 依我國集會遊行法規定，經許可之集會遊行而有違反許可事項者，該管

主管機關得予：（Ａ）警告、禁止或命令解散（Ｂ）警告、制止或命令

解散（Ｃ）警告、勸阻或強制驅散（Ｄ）警告、制止或開單告發。 
（Ａ） 關於人民請領自衛槍枝執照之擔保人應具備之資格，下列敘述何者正

確？（Ａ）住戶：指依法向戶籍機關登記之戶之戶長（Ｂ）商店：指依

法向商業登記機關登記之股東（Ｃ）公務員：指考試及格經銓敘合格之

現職人員（Ｄ）現役軍人：指尉官以上者。 
（Ｂ） 依據義勇警察編訓服勤作業規定，義警服務年限為幾年？（Ａ）一年（Ｂ）

三年（Ｃ）五年（Ｄ）十年。 
（Ｃ） 公立學術研究機構申請核配槍彈，應依下列何種法令規定辦理？（Ａ）

駐衛警察使用警械管理辦法（Ｂ）警械使用條例（Ｃ）自衛槍枝管理條

例（Ｄ）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 
（Ｄ） 依民防法規定，煉油及自來水公民營事業機構應編組下列何種民防團

隊？（Ａ）防護團（Ｂ）民防團（Ｃ）聯合防護團（Ｄ）特種防護團。 
（Ｄ） 義警大隊長每一任期幾年？（Ａ）一年（Ｂ）二年（Ｃ）三年（Ｄ）四

年。 
（Ｃ） 下列何者非屬守望相助之措施？（Ａ）成立巡守隊（Ｂ）裝設「家戶聯

防」、「警民連線」之保全系統（Ｃ）加強取締告發交通違規（Ｄ）裝設

「錄影監視」系統。 
（Ｄ） 山地警備治安工作在警察分局所設小組中，為考量安全，何者至少需納

編二名以上制服警察？（Ａ）作業小組（Ｂ）執行小組（Ｃ）督導小組

（Ｄ）會哨小組。 
（Ｂ） 義警大隊長由下列何者發給派令？（Ａ）內政部（Ｂ）警政署（Ｃ）該

管警察局（Ｄ）該管警察分局。 
（Ｃ） 裝載砂石、土方之砂石專用車，經查證係變更車廂時，其處罰對象為？

（Ａ）汽車所有人（Ｂ）車廂改裝業者（Ｃ）汽車所有人及車廂改裝業

者（Ｄ）汽車駕駛人及車廂改裝業者。 
（Ｂ） 領有大貨車駕駛執照，駕駛大客車者，有關罰鍰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Ａ）處駕駛人新台幣四萬元~八萬元罰鍰（Ｂ）汽車所有人及駕駛人

各處新台幣四萬元~八萬元罰鍰（Ｃ）處駕駛人新台幣六千元~一萬二



千元罰鍰（Ｄ）不會受罰。 
（Ｂ） 自中華民國九十年一月一日起，新登檢領照之幾公噸以上汽車，應裝設

行車紀錄器？（Ａ）五公噸（Ｂ）八公噸（Ｃ）十五公噸（Ｄ）二十公

噸。 
（Ａ） 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駛小型車者，駕駛人除了處罰新台幣六千元~一萬

二千元罰鍰之外，還會再受到何種處罰？（Ａ）當場禁止駕駛、扣留車

輛牌照、吊銷駕駛執照（Ｂ）當場禁止駕駛、扣留車輛牌照（Ｃ）當場

禁止駕駛（Ｄ）不會再受到其他處罰。 
（Ｄ） 有關汽車裝載超重分級處罰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Ａ）基本處罰為

新台幣一萬元（Ｂ）超載十公噸以下者，以總超載部分，每一公噸加罰

新台幣一千元（Ｃ）超載逾三十公噸者，以總超載部分，每一公噸加罰

新台幣五千元（Ｄ）最高處罰新台幣十萬元為上限。 
（Ｂ） 十七歲之青少年駕駛機車在道路上蛇行，有關其處罰之敘述，下列何者

錯誤？（Ａ）罰鍰、當場禁止駕駛、扣留車輛牌照、吊扣車輛牌照（Ｂ）

吊扣車輛牌照一個月，吊扣期間再犯者沒入該車輛（Ｃ）駕駛人與其法

定代理人或監護人，應同時接受道路交通安全講習（Ｄ）警察機關得公

布其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姓名。 
（Ａ） 汽車行駛一般道路上，前座乘客未繫安全帶者，下列何者為其處罰對象？

（Ａ）汽車駕駛人（Ｂ）前座乘客（Ｃ）汽車駕駛人及前座乘客（Ｄ）

無處罰之規定。 
（Ｄ） 汽車裝載未依規定，下列何者不是處罰之內容？（Ａ）罰鍰（Ｂ）責令

改正或禁止通行（Ｃ）記點或記次（Ｄ）沒入。 
（Ｂ） 警察執行取締酒後駕車勤務，於使用酒精測定器檢測駕駛人呼氣中酒精

濃度時 
    ，受檢人若表明距離喝完酒（或蜂漿或漱口藥水）的時間才經過五分鐘，

則採用下列何種措施可以避免冤枉受檢？（Ａ）按照一般檢測程序，立

即檢測（Ｂ）立即檢測，但檢測前應請其先漱口（用一般水）（Ｃ）再

等三分鐘才檢測（Ｄ）再等八分鐘才檢測。 
（Ｄ） 汽車或機車駕駛人於行駛道路時，使用手持式行動電話進行撥接或通話

者，會受到何種處罰？（Ａ）不會受到處罰（Ｂ）汽車駕駛人處新台幣

五千元（Ｃ）機車駕駛人處新台幣三千元（Ｄ）汽車駕駛人處新台幣三

千元，機車駕駛人處新台幣一千元。 
（Ｃ） 非屬汽車範圍之動力機械於道路上行駛時，應具備下列何種要件才符合

規定而不會受罰？（Ａ）隨車攜帶臨時通行證（Ｂ）駕駛人具有小型車

以上之駕駛執照（Ｃ）隨車攜帶臨時通行證、駕駛人具有小型車以上之

駕駛執照（Ｄ）隨車攜帶臨時通行證、駕駛人具有大型車以上之駕駛執

照。 
（Ａ） 汽車牌照吊扣期間仍行駛者，會受到處罰，下列何者不屬於該處罰之內



容？（Ａ）沒入（Ｂ）當場移置保管（Ｃ）禁止行駛（Ｄ）罰鍰。 
（Ｃ） 依道路交通安全規則規定，下列何者不屬於汽車牌照之範圍？（Ａ）號

牌（Ｂ）行車執照（Ｃ）年度標識牌（Ｄ）拖車使用證。 
（Ａ） 行為人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時，交通勤務警察於舉發時，除了應

當場告知違規事實之外，下列那些事項尚應當場告知，並記明於違規通

知單上？（Ａ）責令改正之事項（Ｂ）罰鍰之金額（Ｃ）受吊扣或吊銷

之處分（Ｄ）是否受講習之處分。 
（Ｂ） 警察填製道路交通違規通知單時，應到案之日期應距舉發日幾天？（Ａ）

當場舉發者五至十五天，逕行舉發者十五至三十天（Ｂ）當場舉發者十

五天，逕行舉發者三十天（Ｃ）當場舉發者及逕行舉發者均為十五天（Ｄ）

當場舉發者及逕行舉發者均為三十天。 
（Ｃ） 交通勤務警察舉發汽車行為人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時，下列何種情形

不得當場暫代保管行為人之「車輛牌照」？（Ａ）使用他車牌照行駛者

（Ｂ）已領有號牌而未懸掛者（Ｃ）行車執照有效期間屆滿，不依規定

換領而行駛者（Ｄ）未領有駕駛執照駕車者。 
（Ｄ） 汽車駕駛人超速行駛，經警攔獲，請其出示駕駛執照、行車執照，駕駛

人表明駕駛執照未帶出來；若您是當場處理之警察，在下列措施中何者

錯誤？（Ａ）分別對駕駛人舉發「超速行駛」、「未隨身攜帶駕駛執照」

（Ｂ）透過公路監理電子閘門系統，查證該駕駛人是否領有駕駛執照

（Ｃ）當場禁止駕駛人繼續駕駛（Ｄ）當場扣留其車輛牌照。 
（Ｃ） 交通勤務警察舉發汽車行為人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時，下列何種情形

不得當場暫代保管行為人之「駕駛執照」？（Ａ）使用偽造或註銷之駕

駛執照駕車者（Ｂ）持逾期之駕駛執照駕車者（Ｃ）違反道路交通安全

規則，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Ｄ）拒絕接受酒精濃度檢測者。 
（Ｂ） 汽車駕駛人闖紅燈，經警攔獲舉發，其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

應移送下列那一機關處罰？（Ａ）行為地公路主管機關（Ｂ）駕籍地公

路主管機關（Ｃ）車籍地公路主管機關（Ｄ）行為地警察機關。 
（Ｂ） 在設有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人行地下道之道路，行人不得在此設施

多少公尺範圍內穿越道路？（Ａ）二百公尺（Ｂ）一百公尺（Ｃ）五十

公尺（Ｄ）三十公尺。 
（Ｃ） 汽車駕駛人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經當場代保管汽車號牌者，其汽車

是否可繼續行駛？（Ａ）仍可憑違規通知單繼續行駛至應到案日（Ｂ）

仍可憑違規通知單繼續行駛十五日（Ｃ）只能當日駛回（Ｄ）當場禁止

繼續通行。 
（Ａ） 行人在三車道以上之單行道穿越車道，經警攔獲舉發，其違反道路交通

管理事件通知單，應移送下列那一機關處罰？（Ａ）行為地警察機關（Ｂ）

行為地公路主管機關（Ｃ）戶籍地警察機關（Ｄ）沒有違規，舉發錯誤，

無法移送。 



（Ｃ） 交通勤務警察發現軍用車輛及其駕駛人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時，應如

何處理 
    ？（Ａ）舉發道路交通違規通知單，移送行為地公路主管機關處罰（Ｂ）

舉發道路交通違規通知單，移送駐地憲兵機關處理（Ｃ）逕行或以書面

通知駐地憲兵機關處理後回復（Ｄ）缺乏處理之程序規定。 
（Ａ） 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後，舉發單位應於何時，將有關文書或電腦

資料連同有暫代保管物件者之物件送由該管機關，俾移送處罰機關？

（Ａ）舉發當日或翌日午前（Ｂ）舉發日起三日內（Ｃ）舉發日起四日

內（Ｄ）舉發日起五日內。 
（Ｃ）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中有關「記點制度」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Ａ）

記點之處罰對象包括汽車駕駛人、汽車所有人（Ｂ）違規情節所記之點

數分為：記一點、記三點、記五點等三種（Ｃ）駕駛人在六個月內，違

規記點共達六點以上者，吊扣駕駛執照一個月（Ｄ）一年內因違規記點

而吊扣駕駛執照二次，再違規記點者吊銷三年。 
（Ｂ） 僅持有大貨車駕駛執照者，下列那種車輛不可以駕駛？（Ａ）輕型機器

腳踏車（Ｂ）重型機器腳踏車（Ｃ）小客車（Ｄ）小貨車。 
（Ｄ）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中有關「救濟制度」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Ａ）

違規行為人於裁決前應有陳述之機會（Ｂ）受處分人不服主管機關之裁

決者，得依法定程序提出聲明異議（Ｃ）不服聲明異議之裁定者，受處

分人或原處分機關得為抗告（Ｄ）不服抗告之裁定者，得為再抗告。 
（Ｂ） 汽車駕駛人超速行駛，經測速自動照相器照相後，自行為日起逾幾個月

後警察即不得舉發？（Ａ）一個月（Ｂ）三個月（Ｃ）六個月（Ｄ）十

二個月。 
（Ｂ） 道路交通事故發生後，肇事車輛因事故原因調查之必要，得暫時扣留處

理時，其扣留期間不得超過：（Ａ）一個月（Ｂ）三個月（Ｃ）六個月

（Ｄ）一年。 
（Ａ） 下列何者是屬於警政署規定之 A1 類道路交通事故？（Ａ）造成人員二

十四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Ｂ）造成人員超過二十四小時死亡之交通事

故（Ｃ）造成人員受傷之交通事故（Ｄ）僅有財物損失之交通事故。 
（Ｂ） 下列何者不是研判道路交通事故原因、責任之重要依據？（Ａ）肇事現

場圖（Ｂ）事故證明書（Ｃ）肇事人、車、路之現場照片（Ｄ）肇事調

查筆錄。 
（Ｄ） 未滿十四歲之青少年騎機車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警察當場舉

發，於填製道路交通違規通知單時，有關被通知人欄之勾記，下列敘述

何者錯誤？（Ａ）應填記該名青少年之身分資料（Ｂ）應填記機車車主

之身分資料（Ｃ）應查填該名青少年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之身分資料

（Ｄ）沒有處罰規定，無須舉發。 
（Ｂ） 有關駕駛執照之吊扣與吊銷制度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Ａ）吊扣期



滿，無須重考，即可領回駕照；吊銷期滿，卻需重新考領（Ｂ）吊扣期

間一定比吊銷期間短（Ｃ）吊銷期間分為：吊銷一年、吊銷三年及終身

吊銷三類（Ｄ）駕駛人不得考領駕駛執照之期間合計達六年以上者，終

身不得考領。 
（Ｃ） 有關道路交通事故現場攝影技巧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Ａ）現場攝

影最好與現場勘查同時進行（Ｂ）對易消逝、易變化之跡證應立即攝影

存證（Ｃ）拍攝車體損壞痕跡時，應特別著重於近距離拍攝（Ｄ）現場

攝影取景時，應考量所欲顯示之目的。 
（Ｄ） 發生重大道路交通事故時，應通報該管權責單位主官（管）赴現場指揮

處理，下列何者是屬於重大道路交通事故之範圍？（Ａ）死亡合計二人

者（Ｂ）傷亡人數合計九人者（Ｃ）受傷人數合計十四人者（Ｄ）重要

道路之交通嚴重受阻者。 
（Ｃ） 調查車禍肇事當事人時，下列何者最有利於瞭解其是否有「應注意之義

務」？（Ａ）詢問「肇事前其行進路徑、方向」（Ｂ）詢問「發現對方

時，雙方之行進路徑、方向、動態及關係位置」（Ｃ）詢問「發現危險

急迫時，雙方之行車動態、關係位置，與所採取之緊急反應措施」（Ｄ）

詢問「肇事後雙方之動向、狀態及終止位置」。 
（Ａ） 道路交通事故當事人或其家屬，為瞭解事故發生及處理情況，向處理之

警察單位申請閱覽複印現場照片時，依相關法令規定，警察之回應措

施，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准其在辦公室閱覽，並得複印交付（Ｂ）

准其在辦公室閱覽，但不得複印交付（Ｃ）不准閱覽，但得複印交付（Ｄ）

不准閱覽及複印交付。 
（Ｂ） 警察處理道路交通事故時，為兼顧保護現場與維持交通，下列敘述何者

錯誤？（Ａ）保護現場是確保跡證完整之重要手段（Ｂ）為保全跡證，

現場範圍可盡量擴大（Ｃ）警車以停在臨近事故現場前之車道為原則

（Ｄ）應禁止群眾進入現場管制區。 
（Ｂ） 汽車行經高速公路，因故障停放於車道外側路肩超過多久，應予拖吊移

置，並舉發處罰？（Ａ）二小時（Ｂ）三小時（Ｃ）四小時（Ｄ）五小

時。 
（Ｃ） 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有關文書送達之程序，如何規定？（Ａ）郵寄

送達（Ｂ）公示送達（Ｃ）依行政程序法規定送達（Ｄ）依道路交通安

全規則規定送達。 
 
 
 
 
 
 



◎ 九十二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第二次警察人員四等考試 

「警察實務概要」題解 

（Ａ）集會遊行不得在各國駐華使領館及其週邊範圍舉行，此週邊範圍不得

逾：（Ａ）五十公尺（Ｂ）一百公尺（Ｃ）二百公尺（Ｄ）三百公尺。 
（Ｄ）下列何者非山地警備治安的工作項目？（Ａ）落實平時預防山區各類犯

罪（Ｂ）積極偵處嚴重危害山區治安之案件（Ｃ）取締逃竄於山區或非

法工作之外勞（Ｄ）協助山區戶口查察。 
（Ｄ）下列機關何者派駐經濟部水利處北區水資源局，負責相關水庫之安全維護及配

合駐在單位執行查緝、取締工作？（Ａ）保二總隊（Ｂ）保六總隊（Ｃ）所

在地之縣（市）警察局（Ｄ）台灣保警總隊。 

（Ａ）汽車駕駛人飲用酒類或其他類似物後其血液中酒精濃度超過多少以上

者，不得駕車？（Ａ）百分之○‧○五（Ｂ）百分之○‧二五（Ｃ）百

分之○‧五五（Ｄ）百分之○‧七五。 
（Ｂ）以並列圓形雙閃黃色燈號，警告接近之車輛減速慢行，如有行人穿越須

暫停讓行人優先穿越街道，係為何種號誌？（Ａ）行人專用號誌（Ｂ）

行人穿越道號誌（Ｃ）行人觸動號誌（Ｄ）特種閃光號誌。 
（Ａ）下列何種情形之肇事車輛，得暫予扣留處理，其扣留期間不得超過三個

月？（Ａ）肇事車輛機件尚須檢驗、鑑定或查證者（Ｂ）肇事車輛車身、

引擎損壞，繼續行駛安全堪虞者（Ｃ）肇事車輛底盤、電系、車門等重

要設備損壞，行駛安全堪虞者（Ｄ）以上皆是。 
（Ｃ）標誌之顏色使用原則，下列何者正確？（Ａ）橙色：表示警告，用於安

全方向導引標誌及警告性質告示牌之底色（Ｂ）紅色：表示施工、養護

之警告，用於施工標誌或其他輔助標誌之底色（Ｃ）棕色：表示觀光、

文化設施之指示，用於觀光地區指示標誌之底色（Ｄ）藍色：表示地名、

路線、方向及里程等之行車指示，用於一般行車指示標誌及行車指示性

質告示牌之底色。 
（Ａ）稽查汽車駕駛人無照駕駛汽車時，下列何者錯誤？（Ａ）當場禁止其駕

駛並暫代保管其車輛（Ｂ）當場禁止其駕駛並暫代保管其車輛之行車執

照或號牌（Ｃ）汽車所有人隨車同行者，得逕行認定其允許無駕駛執照

者駕車之事實（Ｄ）汽車所有人允許無駕駛執照之人駕駛其車輛，經

查證屬實者，應同時舉發之。 
（Ｄ）聲明異議事件除法院已依職權或依原處罰機關或受處分人之聲請，有停

止執行之裁定外，下列何種處理方式錯誤？（Ａ）原裁決罰鍰或追繳欠

費者，所收繳之罰鍰及欠費暫予登記（Ｂ）原裁決吊銷汽車牌照、駕駛

執照或執業登記證者，應暫予保管各該應受吊銷處分之證、照（Ｃ）原

裁決施以講習者，暫不予講習（Ｄ）原裁決吊扣汽車牌照或駕駛執照者，



暫不執行。 
（Ｂ）舉發汽車所有人、駕駛人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當場暫代保管物件，

下列規定何者正確？（Ａ）使用偽造、變造或矇領之牌照，當場暫代保

管其駕駛執照（Ｂ）已領有號牌而未懸掛或不依指定位置懸掛者，當場

暫代保管其車輛牌照（Ｃ）持逾期之駕駛執照駕車者，當場暫代保管其

車輛牌照（Ｄ）使用偽造、變造、矇領或註銷之駕駛執照駕車者，當場

暫代保管其車輛牌照。 
（Ｄ）汽車駕駛人，有下列何種情形者，應吊扣其駕駛執照三個月至六個月？

（Ａ）在道路上蛇行，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車者（Ｂ）拆除消音器，或

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者（Ｃ）撞傷正執行交通勤務中之警察者（Ｄ）駕

駛汽車違反道路交通安全規則，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 
（Ａ）汽車駕駛人，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之何種行為者，得吊扣其駕駛

執照三個月？（Ａ）僱用或聽任未領有駕駛執照駕車者（Ｂ）將駕駛執

照借供他人駕車者（Ｃ）允許無駕駛執照之人，駕駛其車輛者（Ｄ）以

上皆是。 
（Ｄ）汽車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有下列何種情形，當場不能或不宜攔截製單

舉發者，得逕行舉發之？（Ａ）闖紅燈或平交道（Ｂ）不服指揮稽查而

逃逸，或聞消防車、救護車、警備車、工程救險車之警號不立即避讓（Ｃ）

其他違規行為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料者（Ｄ）以上皆是。 
（Ｄ）大型車臨時停車時應依車輛順行方向緊靠道路右側，其右側前後輪胎外

側距離緣石或路面邊緣不得逾多少公分？（Ａ）四○公分（Ｂ）六○公

分（Ｃ）八○公分（Ｄ）一○○公分。 
（Ｂ）道路交通事故處理之權責機關，下列何者錯誤？（Ａ）一般車輛道路交

通事故，由警察機關處理（Ｂ）高速公路之軍車道路交通事故由憲兵隊

儘速處理並通知公路警察局（Ｃ）軍車道路交通事故，由憲兵機關處理，

警察機關協助（Ｄ）軍車與非軍車道路交通事故相牽連或涉有軍人之道

路交通事故，由憲兵機關與警察機關會同處理。 
（Ｄ）重大道路交通事故，係指因道路交通事故致有下列何種情形之一者？

（Ａ）死亡人數在三人以上（Ｂ）死傷人數在十人以上（Ｃ）受傷人數

在十五人以上（Ｄ）以上皆是。 
（Ｄ）標線依其劃設方式分為？（Ａ）警告標線、禁制標線、指示標線（Ｂ）

警告標線、遵行標線、指示標線（Ｃ）警告標線、限制標線、指示標線

（Ｄ）縱向標線、橫向標線、輔助標線、標字。 
（Ｂ）禁制標誌包括下列那三種標誌？（Ａ）遵行標誌、禁止標誌、指示標誌

（Ｂ）遵行標誌、禁止標誌、限制標誌（Ｃ）輔助標誌、禁止標誌、限

制標誌（Ｄ）警告標誌、禁止標誌、指示標誌。 
（Ａ）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受處分人不依裁決繳納罰鍰者，得以新台幣每

滿一千元罰鍰折算易處吊扣汽車牌照、駕駛執照幾個月？（Ａ）一個月



（Ｂ）二個月（Ｃ）三個月（Ｄ）六個月。 
（Ｂ）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填製通知單，其屬逕行舉發者，其應到案之日期

距舉發日為多少日？（Ａ）十五日（Ｂ）三十日（Ｃ）四十五日（Ｄ）

六十日。 
（Ｂ）裝載貨物高度自地面算起，小型車不得超過幾公尺？（Ａ）一‧五公尺

（Ｂ）二‧五公尺（Ｃ）三‧五公尺（Ｄ）四公尺。 
（Ｃ）交通警察指揮交通所使用之警笛，三短聲表示：（Ａ）指揮前進或出發

（Ｂ）指揮後退（Ｃ）制止車輛、行人（Ｄ）指揮停止。 
（Ａ） 舉發汽車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駕駛人未帶駕駛執照或無駕駛執照

者，移送何地處罰機關處理？（Ａ）戶籍地（Ｂ）車籍地（Ｃ）駕籍地

（Ｄ）行為地。 
（Ａ） 汽車行駛至未劃分幹、支線或同為幹線道或支線道者之交岔路口，其行

進、轉彎，下列規定何者正確？（Ａ）轉彎車應暫停讓直行車先行；如

同為直行車或轉彎車者，左方車應暫停讓右方車先行（Ｂ）轉彎車應暫

停讓直行車先行；如同為直行車或轉彎車者，右方車應暫停讓左方車先

行（Ｃ）直行車應暫停讓轉彎車先行；如同為直行車或轉彎車者，左方

車應暫停讓右方車先行（Ｄ）直行車應暫停讓轉彎車先行；如同為直行

車或轉彎車者，右方車應暫停讓左方車先行。 
（Ｃ） 領有牌照之營業小客車申請定期檢驗規定，下列何者正確？（Ａ）未滿

三年者免予定期檢驗，三年以上未滿五年者，每年至少檢驗一次，五年

以上者每年至少檢驗二次（Ｂ）未滿五年者免予定期檢驗，五年以上未

滿十年者，每年至少檢驗一次，十年以上者每年至少檢驗二次（Ｃ）未

滿五年者，每年至少檢驗一次，五年以上者每年至少檢驗二次（Ｄ）未

滿十年者，每年至少檢驗一次，十年以上者每年至少檢驗二次。 
（Ｃ） 汽車駕駛人因下列何種違規行為，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

責任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Ａ）超速行駛（Ｂ）闖紅燈（Ｃ）行經

行人穿越道不依規定讓行人優先通行（Ｄ）以上皆是。 
（Ｂ） 汽車駕駛人，有下列何種情形者，應接受道路交通安全講習？（Ａ）違

規停車（Ｂ）闖紅燈（Ｃ）無照駕駛（Ｄ）不依限期參加定期檢驗。 
（Ｃ） 汽車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量、總聯結重量者，處汽車所有人新台幣

一萬元罰鍰，超載逾三十公噸者，以總超載部分，每一公噸加罰新台幣

多少元？（Ａ）加罰新台幣一千元（Ｂ）加罰新台幣三千元（Ｃ）加罰

新台幣五千元（Ｄ）加罰新台幣一萬元。 
（Ａ） 交通違規受處分人對於地方法院或其分院交通法庭所為之裁定有不服

者，得如何救濟？（Ａ）抗告（Ｂ）再抗告（Ｃ）訴願（Ｄ）再訴願。 
（Ｃ） 下列何者不屬於交通警察勤務項目？（Ａ）交通指揮（Ｂ）交通稽查（Ｃ）

交通規劃（Ｄ）交通整理。 
（Ｃ） 行人在設有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人行地下道者，必須經由行人穿越



道、人行天橋或人行地下道穿越，不得在其多少公尺範圍內穿越道路？

（Ａ）三○公尺（Ｂ）六○公尺（Ｃ）一百公尺（Ｄ）二百公尺。 
（Ｂ） 行車速度，依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標誌或標線者，在市區道路未劃設

車道線或行車分向線之道路，時速不得超過多少公里？（Ａ）時速不得

超過二○公里（Ｂ）時速不得超過三○公里（Ｃ）時速不得超過四○公

里（Ｄ）時速不得超過五○公里。 
（Ｃ） 考領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之年齡資格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Ａ）須年滿十八歲，最高年齡不受限制（Ｂ）須年滿十八歲，最高年

齡不得超過六十歲（Ｃ）須年滿二十歲，最高年齡不受限制（Ｄ）須年

滿二十歲，最高年齡不得超過六十歲。 
（Ｂ） 下列何者為「三 E政策」？（Ａ）「人」、「車」、「路」（Ｂ）「工程」、「教

育」、「執法」（Ｃ）「時間」、「空間」、「速度」（Ｄ）「紀錄」、「調查」、「檢

驗」。 
（Ｃ） 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係指汽缸總排氣量逾多少立方公分之二輪機器腳

踏車？（Ａ）一百五十立方公分（Ｂ）二百立方公分（Ｃ）二百五十立

方公分（Ｄ）三百立方公分。 
（Ｄ） 特種車係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異於一般汽車之車輛，下列何種車

輛不屬於特種車？（Ａ）水肥車（Ｂ）救護車（Ｃ）教練車（Ｄ）全聯

結車。 
（Ｃ） 交通助理人員協助執行交通稽查，得逕行執行那些違規項目？（Ａ）闖

紅燈（Ｂ）超速（Ｃ）違規停車（Ｄ）以上皆是。 
（Ｃ） 汽車行駛於道路上，其汽車前座乘客未繫安全帶者，處多少罰鍰？（Ａ）

處罰前座乘客新台幣一千五百元（Ｂ）處罰車輛所有人新台幣一千五百

元（Ｃ）處罰駕駛人新台幣一千五百元（Ｄ）處罰駕駛人及前座乘客各

新台幣一千五百元。 
（Ｂ） 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之行為，自行為成立之日起，行為有連續或

繼續之狀態者，自行為終了之日起，逾幾個月不得舉發？（Ａ）一個月

（Ｂ）三個月（Ｃ）六個月（Ｄ）九個月。 
（Ｃ） 汽車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規定，記違規紀錄超過幾次者，吊扣其汽

車牌照一個月？（Ａ）於六個月內共達三次以上者（Ｂ）於六個月內共

達六次以上者（Ｃ）於三個月內共達三次以上者（Ｄ）於三個月內共達

六次以上者。 
（Ｄ） 受處分人，不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八條規定主管機關所為之處

罰，得於接到裁決書之翌日起幾日內，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異議？（Ａ）

五日（Ｂ）十日（Ｃ）十五日（Ｄ）二十日。 
（Ｃ） 汽車行駛於高速公路或設站管制之道路，而不遵管制之規定，經逕行舉

發者，其違規地點相距幾公里以上者得連續舉發？（Ａ）二公里（Ｂ）

四公里（Ｃ）六公里（Ｄ）十公里。 



（Ｂ） 汽車駕駛人，曾犯下列何種犯罪類別，經判決罪刑確定，不得辦理營業

小客車駕駛人執業登記？（Ａ）竊盜罪（Ｂ）恐嚇取財罪（Ｃ）詐欺罪

（Ｄ）贓物罪。 
（Ｄ） 單純持有類似真槍之玩具槍，應依下列何法處罰？（Ａ）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例（Ｂ）社會秩序維護法（Ｃ）玩具槍管理規則（Ｄ）無處罰規

定。 
（Ｂ） 敵我對峙互相監視尚未有所行動時，是為：（Ａ）警戒戰備階段（Ｂ）

經常戰備階段（Ｃ）戰鬥戰備階段（Ｄ）警備戰備階段。 
（Ｃ） 下列何者擔任守望相助「規劃輔導會報」之召集人？（Ａ）行政院院長

（Ｂ）內政部部長（Ｃ）縣長（Ｄ）警察局局長。 
（Ｄ） 機動保安警力每一中隊編成人數為：（Ａ）40人（Ｂ）80人（Ｃ）120

人（Ｄ）162人。 
（Ｄ）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辦事細則，下列何者非內政部警政署保安組的職掌？

（Ａ）選舉治安維護工作之規劃督導（Ｂ）戰時警務工作之規劃督導（Ｃ）

擴大臨檢工作之規劃督導（Ｄ）特種勤務工作之規劃督導。 
（Ｃ） 下列單位，何者綜辦春安工作全般策劃、考核及協調聯繫事宜？（Ａ）

內政部警政署行政組（Ｂ）內政部警政署秘書室（Ｃ）內政部警政署保

安組（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Ａ） 下列單位，何者負責行政院院區警衛安全維護工作？（Ａ）保六總隊（Ｂ）

保一總隊（Ｃ）台灣保警總隊（Ｄ）憲兵部隊。 
（Ｂ） 下列單位，何者擔服外國駐華使領館安全維護任務？（Ａ）使領館所在

地之縣（市）警察局（Ｂ）保六總隊（Ｃ）駐衛警（Ｄ）自聘保全人員。 
（Ｃ） 警察分局執行特種勤務時，擔任警衛組任務（勤務）者為：（Ａ）刑事

組（Ｂ）警備隊（Ｃ）督察組（Ｄ）資訊組。 
（Ｂ） 山地警備治安工作在警察分局所設小組中，為考量安全，何者至少需納

編二名以上制服警察？（Ａ）督導小組（Ｂ）機動小組（Ｃ）作業小組

（Ｄ）執行小組。 
（Ｃ） 與毗鄰警察單位相互協定實施之巡邏會哨，至少多久實施一次？（Ａ）

一年（Ｂ）半年（Ｃ）三個月（Ｄ）一個月。 
（Ｄ）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文指出，警察實施臨檢、盤查時，

應兼顧： 時間（Ｂ） 地點（Ｃ） 對象（Ｄ） 以上皆是  
（Ｂ） 公然聚眾意圖強暴脅迫，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令幾次而不解散者，可

依刑法處斷？（Ａ）一次（Ｂ）三次（Ｃ）五次（Ｄ）不受限制。 
（Ａ） 使用單位運輸爆炸物，應將爆炸物種類、名稱、數量、運輸工具、押運

人員、運輸時間、路線、起訖地點及配購證或運輸證字號，於幾日前向

警察機關申請核准後，派員疏導交通或前導通行？（Ａ）三日（Ｂ）四

日（Ｃ）五日（Ｄ）一星期。 
（Ｂ） 「丕基計畫」係指下列何者？（Ａ）重新劃分保安警察機關職掌計畫（Ｂ）



機關安全維護暨自衛戰鬥實施計畫（Ｃ）保安警察第一、四、五總隊協

助警察機關（Ｄ）維護治安工作執行計畫 選舉期間對參、助選人蒐證

之專案。 
（Ｂ） 使用爆炸物單位，如遇非常災害或緊急需要爆炸物者，應先經何單位同

意後移用，再由使用單位補辦手續？（Ａ）火藥庫所在地警察局（Ｂ）

火藥庫所在地警察分局（Ｃ）使用單位所在地警察分局（Ｄ）使用單位

所在地警察局。 
（Ａ） 下列何者無法令依據配用槍械？（Ａ）保全人員（Ｂ）監獄管理人員（Ｃ）

巡防機關人員（Ｄ）駐衛警。 
（Ｄ） 玩具槍經加工改造使具殺傷力，係依下列何者處罰？（Ａ）空氣槍（Ｂ）

類似真槍之玩具槍（Ｃ）改造具殺傷力之模型槍（Ｄ）改造可發射金屬

或子彈具殺傷力之各式槍砲。 
（Ｂ） 警勤區警員對警勤區內自衛槍枝戶，依規定應多久查察一次？（Ａ）至

少半個月一次（Ｂ）至少一個月一次（Ｃ）至少二個月一次（Ｄ）至少

三個月一次。 
（Ｃ） 有關居住中華民國境內而攜有自衛槍枝之外國人，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Ａ）請領槍照時，須先送由附近各該國使館或領事館簽註及具保後，

轉送當地警察機關審查給照（Ｂ）持有自衛槍枝之數量，每人以甲乙種

各一枝為限，並應申請查驗給照（Ｃ）入境後七日內，逕向所在地警察

機關申請查驗給照（Ｄ）持有自衛槍枝之數量，每戶不得超過甲乙種各

二枝，並應申請查驗給照。 
（Ｂ） 自衛槍枝管理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Ａ）行政院（Ｂ）內政部（Ｃ）

警政署（Ｄ）刑事警察局。 
（Ｃ） 購置使用槍彈時，下列何者無須經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同意，即

可提出申請：（Ａ）動物保育機關因動物保育安全需要購置使用麻醉槍

時（Ｂ）各級學校因軍訓教學需要購置使用軍訓用槍彈時（Ｃ）依法令

規定得配用槍彈之政府機關購置使用槍彈時（Ｄ）學術研究機構因研究

需要購置使用槍彈時。 
（Ｄ） 下列有關「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理辦法」之敘述，何者不正確？（Ａ）

原住民經許可後，得相互間轉讓、出租自製獵槍（Ｂ）漁民申請持有自

製魚槍，每人以二枝為限（Ｃ）一般人民得購置使用魚槍，每人以一枝

為限（Ｄ）一般人民購置使用魚槍及漁民申請持有自製魚槍，均須滿十

八歲。 
（Ｂ） 經撤銷或廢止許可之槍彈刀械，由警察機關收繳後，應如何處置？（Ａ）

應由各列管之警察機關銷燬之（Ｂ）應由各列管之警察機關送交內政部

警政署警察機械修理廠銷燬之（Ｃ）應由各列管之警察機關送由內政部

指定之適當單位銷燬之（Ｄ）應由各列管之警察機關送由國防部指定之

兵工單位銷燬之。 



（Ｂ） 購置持有經許可購置之槍砲彈藥刀械者，須翌日起幾日內申請查驗給照

（許可證）？（Ａ）三日（Ｂ）七日（Ｃ）十四日（Ｄ）十五日。 
（Ｄ） 下列義警之職務，何者得由警察人員兼任？（Ａ）中隊長（Ｂ）大隊督

導（Ｃ）副大隊長（Ｄ）大隊幹事。 
（Ｃ） 有關義警之敘述何者正確？（Ａ）義警服勤之工作紀錄簿，應單獨設置，

以免影響員警勤務（Ｂ）女子義勇警察年齡限制為十六歲至三十歲（Ｃ）

各專業警察機關得依業務需要編訓義警（Ｄ）各縣市警察分局設義勇警

察大隊。 
（Ｄ） 山地義勇警察編組名額不足時，得由各該管警察局視實際需要核定，設

籍山地鄉之男性青年，依其志願補充，其年齡限制為：（Ａ）三十九歲

至五十九歲（Ｂ）三十九歲至四十九歲（Ｃ）三十九歲至四十五歲（Ｄ）

三十九歲至五十五歲。 
（Ｃ） 最有效防止車輛逃逸及阻止對方以各型車輛高速向我陣線衝擊之阻絕器

材為：（Ａ）品型鐵絲網（Ｂ）鐵拒馬（Ｃ）羊角釘（Ｄ）蛇網拖車。 
（Ｂ） 候選人於法定競選活動期間，向警察機關申請集會遊行從事競選活動

者，其每日起止時間：（Ａ）依集會遊行法規定（Ｂ）上午七時起至下

午十時（Ｃ）移請選監小組決議（Ｄ） 視申請的地區而裁定。 
（Ｄ） 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Ａ）集會遊行是自由權（Ｂ）請願是受益權（Ｃ）

團體請願推派代表人數不得逾十人（Ｄ）請願須申請許可。 
（Ｃ） 選舉時候選人欲自辦政見發表會，應如何辦理？（Ａ）向選委會登記（Ｂ）

依選舉罷免法辦理（Ｃ）依集會遊行法辦理（Ｄ）無須申請。 
（Ａ） 違反集會遊行法相關規定，經主管警察分局命令解散而不解散，可對該

團體負責人依集會遊行法給予何種處罰？（Ａ）罰鍰（Ｂ）罰金（Ｃ）

拘役（Ｄ）有期徒刑。 
（Ｃ） 室外集會、遊行之負責人，對於主管機關核定不予許可、許可限制事項

不服之救濟程序為：（Ａ）訴願（Ｂ）申訴（Ｃ）申復（Ｄ）抗告。 
（Ｃ） 集會遊行不得在行政院及其週邊範圍舉行，此週邊範圍由下列何者劃定

公告？（Ａ）行政院（Ｂ）立法院（Ｃ）內政部（Ｄ）國防部。 
（Ｃ） 下列那些地區及其周邊範圍依規定不得舉行集會、遊行：a﹒監察院 b﹒

立法院 c﹒地方法院簡易庭 d﹒縣（市）政府 e﹒副總統官邸 f﹒國際港
口 g﹒考試院 h﹒國際組織駐華機構。正確答案有幾個？（Ａ）七個（Ｂ）
六個（Ｃ）五個（Ｄ）四個。 

（Ｂ） 依我國集會遊行法之規定，室外集會遊行由負責人填具申請書，並應於

幾日前提出申請？（Ａ）二日前（Ｂ）六日前（Ｃ）七日前（Ｄ）九日

前。 

 

 



◎九十三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四等考試（行政警察人員） 

「警察實務概要」題解 

（Ｂ）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幾

日內，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Ａ）七日（Ｂ）

十五日（Ｃ）二十日（Ｄ）三十日。  
（Ａ）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所稱之主管機關，下列何者為非？（Ａ）中央為經濟

部（Ｂ）中央為內政部（Ｃ）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Ｄ）縣市為縣市政

府。 
（Ｂ）公寓大廈管理服務公司於領得登記證書之日起，每滿幾年應申請複查？

（Ａ）二年（Ｂ）三年（Ｃ）四年（Ｄ）五年。 
（Ｄ）公寓大廈管理維護公司於辦理公司登記後幾個月內，應檢附文件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領登記證書，始得營業？（Ａ）三個月（Ｂ）四個月（Ｃ）

五個月（Ｄ）六個月。 
（Ｂ）公寓大廈管理維護公司應具有資本額新台幣多少元以上？（Ａ）伍百萬

元（Ｂ）壹千萬元（Ｃ）壹千伍百萬元（Ｄ）貳千萬元。  
（Ａ）甲、乙、丙級火藥庫，庫房應備滅火器，周圍幾公尺範圍內，不得存放

可燃性物品？（Ａ）八公尺（Ｂ）十公尺（Ｃ）十四公尺（Ｄ）三十公

尺。 
（Ｂ）火藥庫在距庫房多少公尺，及看守人能監視範圍內，應設看守房，日夜

派人住宿看管？（Ａ）二十公尺（Ｂ）三十公尺（Ｃ）四十公尺（Ｄ）

五十公尺。  
（Ａ）某國立大學因警衛之必要，向當地警察機關請求派駐警衛五名，依自衛

槍枝管理條例之規定，該校駐衛警可置槍幾枝？（Ａ）一枝（Ｂ）二枝

（Ｃ）三枝（Ｄ）五枝。  
（Ｄ）集會、遊行之負責人，應於集會、遊行時親自在場主持，其集合處所、

遊行路線於使用後，遺有廢棄物或污染者，並應負責清理，違反規定者

，如何處罰？（Ａ）有期徒刑（Ｂ）拘役（Ｃ）罰金（Ｄ）罰鍰。 
（Ａ）使用電雷管爆破時，經通電後，不論引爆與否，應先啟斷發爆器之電源

，至少等候多久以上，始得進入工作現場作必要之檢查？（Ａ）十五分

鐘（Ｂ）三十分鐘（Ｃ）四十五分鐘（Ｄ）六十分鐘。 
（Ｂ）運輸爆炸物通過台北市區，限在何時行駛？（Ａ）零時起至五時止（Ｂ

）零時起至五時三十分止（Ｃ）零時起至六時止（Ｄ）零時起至六時三

十分止。 
（Ｃ）爆炸物管理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何？（Ａ）內政部（Ｂ）國防部（Ｃ

）經濟部（Ｄ）財政部。 
（Ａ）下列何單位，基於治安之必要，對特定之地區、路線或時間內，得禁止

或限制運輸及使用爆炸物？（Ａ）所在地警察局（Ｂ）所在地警察分局

（Ｃ）所在地分駐所（Ｄ）所在地派出所。 
（Ｂ）下列何單位，對爆炸物管理員、火藥庫看守人，應經常實施考核並詳予

記載？（Ａ）所在地警察局（Ｂ）所在地警察分局（Ｃ）所在地分駐所

（Ｄ）所在地派出所。 
（Ｄ）集會、遊行宣告中止或結束後之行為，應由何人負責？（Ａ）負責人（



Ｂ）代理人（Ｃ）主持人（Ｄ）行為人。 
（Ａ）下列何者為集會、遊行之主管機關？（Ａ）集會遊行所在地之警察分局

（Ｂ）集會遊行所在地之縣市警察局（Ｃ）集會遊行所在地之分駐派出

所（Ｄ）集會遊行所在地之市、鄉、鎮、區公所。 
（Ｄ）集會、遊行經主管機關命令解散而不解散者，集會遊行負責人或其代理

人或主持人，應如何處罰？（Ａ）無期徒刑（Ｂ）有期徒刑（Ｃ）罰金

（Ｄ）罰鍰。 
（Ｂ）室外集會遊行，應由負責人填具申請書，載明事由，於幾日前向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Ａ）五日（Ｂ）六日（Ｃ）七日（Ｄ）十日。 
（Ｃ）室外集會、遊行之許可或不許可，應於法定期間內，以何種方式通知負

責人？（Ａ）口頭告知（Ｂ）公告送達（Ｃ）書面通知（Ｄ）公示送達

。 
（Ｂ）集會、遊行不得在下列地區及其週邊範圍舉行，何者為非？（Ａ）總統

府、行政院、各級法院（Ｂ）行政院、立法院、司法院（Ｃ）總統府、

各級法院及總統、副總統官邸（Ｄ）國際機場、港口。 
（Ａ）獵捕野生動物，得使用下列何種方法為之？（Ａ）使用獵槍（Ｂ）架設

網具（Ｃ）使用毒氣（Ｄ）使用電氣。 
（Ａ）人民申請各種入山許可證，未滿幾歲者免收費？（Ａ）十四歲（Ｂ）十

六歲（Ｃ）十八歲（Ｄ）二十歲。 
（Ｄ） 中外人民申請進入山地經常管制區者，其入山許可期限，最長不得超過

多少日？（Ａ）十五日（Ｂ）三十日（Ｃ）六十日（Ｄ）九十日。 
（Ｃ） 原住民相互間販賣、轉讓、出租、出借獵槍或魚槍，應向何者申請許可

？（Ａ）內政部（Ｂ）法務部（Ｃ）縣市主管機關（Ｄ）區鄉鎮公所。 
（Ｄ） 人民入出山地管制區，下列何者須申請許可？（Ａ）具有原住民身分者

（Ｂ）平地人民戶籍設於山地管制區者（Ｃ）因公務需要入出山地管制

區者（Ｄ）治安人員入出山地管制區旅遊者。 
（Ｃ） 原住民申請持有自製之獵槍，每戶不得超過幾枝？（Ａ）四枝（Ｂ）五

枝（Ｃ）六枝（Ｄ）七枝。 
（Ｂ） 槍砲彈藥之查驗給照，每兩年為一期，執照限用幾年？（Ａ）一年（Ｂ

）二年（Ｃ）三年（Ｄ）四年。 
（Ｄ） 人民或團體因紀念、裝飾、健身表演、練習或正當休閒娛樂之用，得申

請持有刀械，但人民未滿幾歲者，不予許可？（Ａ）二十四歲（Ｂ）二

十三歲（Ｃ）二十二歲（Ｄ）二十歲。 
（Ａ）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之主管機關，下列何者為非？（Ａ）法務部（Ｂ

）內政部（Ｃ）直轄市政府（Ｄ）縣市政府。 
（Ｂ） 民防團隊辦理民防人員訓練、演習，應簽發召集通知書，並應於報到幾

日前送達受召集人？（Ａ）七日（Ｂ）十日（Ｃ）十四日（Ｄ）十五日

。 
（Ｄ） 民防團隊訓練之區分，下列何者為非？（Ａ）基本訓練（Ｂ）常年訓練

（Ｃ）幹部訓練（Ｄ）聯合訓練。  
（Ｃ） 民防團隊多久整編一次？（Ａ）每二年（Ｂ）每三年（Ｃ）每四年（Ｄ

）每五年。 
（Ｄ） 山地義勇警察隊以下列何者為單位編組？（Ａ）村（Ｂ）分駐（派出）

所轄區（Ｃ）鄰（Ｄ）鄉。 



（Ｃ） 下列何者非甲種槍類？（Ａ）手槍（Ｂ）馬槍（Ｃ）魚槍（Ｄ）步槍。 
（Ａ） 集會、遊行如跨越兩個以上警察分局之轄區者，應向何者申請？（Ａ）

警察局（Ｂ）各該警察分局（Ｃ）縣市政府（Ｄ）內政部警政署。 
（Ｄ） 下列有關民防編組之敘述，何者為非？（Ａ）警察分駐所（派出所）應

指派專責人員辦理轄內民防綜合業務（Ｂ）民防總隊下設義勇警察大隊

（Ｃ）民防總隊下設交通義勇警察大隊（Ｄ）民防總隊下設刑事義勇警

察大隊。 
（Ａ） 電信、電力公民營事業機構依民防法規定，應編組何種民防團隊？（Ａ

）特種防護團（Ｂ）聯合防護團（Ｃ）民防團（Ｄ）防護團。 
（Ｃ） 自用槍枝持有人出國者，其槍枝彈藥應交何者代為保管？（Ａ）戶籍地

警察機關（Ｂ）出境地海關（Ｃ）居住地警察機關（Ｄ）內政部警政署

。 
（Ｂ） 自衛槍枝持有人，因精神失常，無使用槍枝能力者，其自衛槍枝應如何

處理？（Ａ）由家屬具結保管（Ｂ）政府給價收購（Ｃ）警察機關予以

沒收（Ｄ）縣市政府予以沒收。 
（Ｃ） 自衛槍枝所配子彈，手槍每枝不得超過幾發？（Ａ）一百發（Ｂ）四十

發（Ｃ）五十發（Ｄ）六十發。 
（Ｄ） 依 93 年4月 21日總統公布之「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修正規定，違反

道路交通安全規則肇事致人受輕傷者，應施以何種處罰：（Ａ）吊扣駕

照一個月（Ｂ）吊扣駕照三個月（Ｃ）記違規點數一點（Ｄ）記違規點

數三點。 
（Ｂ） 在無限速標誌及標線之狀況下，行駛於郊區之1100CC大型重型機車，

其行車速限應為多少公里／小時：（Ａ） 40（Ｂ） 50（Ｃ） 60（Ｄ） 70

。 
（Ｄ） 持普通重型機車駕駛執照駕駛大型重型機車之行為，應如何處罰：（Ａ

）以未領有駕照論（Ｂ）以越級駕駛論（Ｃ）以持逾期駕照論（Ｄ）以

未依持照條件駕車論。 
（Ｄ） 經量測行車分向線，得同一車道前後兩車相距三段黃色線段及兩個間隔

，請問兩車相距幾公尺？（Ａ） 18（Ｂ） 20（Ｃ） 22（Ｄ） 24。 
（Ｃ） 依「道路交通事故處理規範」規定， A

3 類事故可提供當事人之資料，何

者為誤：（Ａ）現場圖（Ｂ）事故證明書（Ｃ）對方之筆錄（Ｄ）肇因

分析表。 
（Ｂ） 依「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一一四條第二款規定，駕駛人吐氣酒精濃度

恰為0.25mg/l時：（Ａ）可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處罰（Ｂ）無法處

罰（Ｃ）視狀況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處罰（Ｄ）依道路交通管理處

罰條例與刑法併罰。 
（Ａ） 劃設有禁止停車（黃）線之路段（未加設禁制時段之標誌），則其管制

禁止停車之時間為？（Ａ）7- 20時（Ｂ）6- 20時（Ｃ）7- 23時（Ｄ）6-

23時。 
（Ｂ） 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之舉發時效為（非送請鑑定之案件）：（Ａ）一

個月（Ｂ）三個月（Ｃ）六個月（Ｄ）一年。 
（Ｃ） 機車裝載貨物寬度之規定為，不得超過：（Ａ）把手寬度（Ｂ）把手寬

度外緣5公分（Ｃ）把手寬度外緣 10公分（Ｄ）把手寬度外緣 15公分。 
（Ｂ） 對於A1類交通事故之定義，何者為真？（Ａ） 12小時內死亡者（Ｂ） 24



小時內死亡者（Ｃ） 36小時內死亡者（Ｄ） 48小時內死亡者。 
（Ｄ） 有關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之執行時效，自處分確定之日起，幾年內未

經執行者，不再執行？（Ａ）一年（Ｂ）二年（Ｃ）三年（Ｄ）五年。  
（Ｂ） 若張三之血液酒精濃度為110 mg/dl，依規定換算其吐氣酒精濃度（mg/l

）值為：（Ａ） 0.
45（Ｂ） 0.
55（Ｃ） 0.
65（Ｄ） 0.
75。 

（Ｄ） 我國鑑定機關及法院一般採用之駕駛人反應時間為幾秒鐘：（Ａ） 0.
25（

Ｂ） 0.
5（Ｃ） 1.
25（Ｄ） 0.
75。  

（Ｃ） 停車應緊靠道路右側（非單行道），目前規定大型車緊靠之標準為：（

Ａ） 10公分以內（Ｂ） 20公分以內（Ｃ） 40公分以內（Ｄ） 60公分以
內。  

（Ｄ） 依交通部函釋規定，甲車前輪於肇事後遺留兩條長度不一之煞車滑痕，

於推算其行車速度時，應如何計算：（Ａ）取最長值（Ｂ）取最短值（

Ｃ）取幾何平均數（Ｄ）取算數平均數。 
（Ｃ） 若量得摩擦係數為 0.

8，煞車痕長度為 40公尺，則其行車速度約為多少

KPH？（四捨五入）（Ａ） 80（Ｂ） 85（Ｃ） 90（Ｄ） 95。 
（Ｄ） 申請汽車駕駛執照考驗，有關年齡之限制，以下何者正確：（Ａ）考領

普通駕駛執照、輕型或普通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須年滿 18歲，最
高年齡為 65歲（Ｂ）考領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須年滿 20歲，
最高年齡為 65歲（Ｃ）考領職業駕駛執照須年滿 20歲，最高年齡不得

超過 65歲（Ｄ）考領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須年滿 20歲，最高
年齡不受限制。 

（Ａ） 有關營業小客車駕駛人執業登記證放置之規定，何者為真：（Ａ）執業

登記證置於儀錶板上右側，副證置於右前座椅背插座（Ｂ）執業登記證

置於儀錶板上左側，副證置於右前座椅背插座（Ｃ）執業登記證置於儀

錶板上右側，副證置於左前座椅背插座（Ｄ）執業登記證置於儀錶板上

左側，副證置於左前座椅背插座。 
（Ｄ） 依「道路交通安全規則」規定，小型車裝載貨物高度自地面算起不得超

過幾公尺：（Ａ） 2.
25（Ｂ） 2.
5（Ｃ） 2.
75（Ｄ） 2.
85。 

（Ｃ） 有關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聲明異議提出之時效規定，受處分人不服第

八條主管機關所為之處罰，得於接到裁決書之翌日起幾日內，向管轄地

方法院聲明異議：（Ａ）十（Ｂ）十五（Ｃ）二十（Ｄ）三十。 
（Ｄ） 酒後駕車經測得吐氣酒精濃度超過0.55mg/l以上者，在實務上應如何處

罰：（Ａ）依違反刑法處罰（Ｂ）依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處罰（

Ｃ）刑法與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從一重處斷（Ｄ）刑法與道路交通管

理處罰條例併罰。 
（Ｂ） 依交通部函釋，「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五十五條、第五十六條有

關公車招呼站十公尺禁止（臨時）停車，其中十公尺之範圍應如何界定

：（Ａ）該招呼站前後五公尺（Ｂ）該招呼站前後十公尺（Ｃ）該招呼

站前後二十公尺（Ｄ）以該招呼站為圓心，十公尺為半徑所圈繪之區域

。 
（Ｄ） 發生道路交通事故致人受輕傷且已知悉加害人案件，被害人提出刑事告

訴之時效為：（Ａ）一個月內（Ｂ）二個月內（Ｃ）三個月內（Ｄ）六

個月內。 



（Ｂ） 依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所生請求給付保險金及特別補償基金之權利，自

受益人知有請求權之日起，幾年間不行使而消滅：（Ａ）一（Ｂ）二（

Ｃ）三（Ｄ）五。 
（Ｃ） 李四酒後駕車，經送醫院測得血液酒精濃度為85mg/dl，請問該駕駛人

之血液酒精濃度亦為多少％（百分比）：（Ａ）0.058％（Ｂ）0.078％
（Ｃ）0.085％（Ｄ）0.095％。  

（Ｂ） 小客車附載幼童安全乘坐實施及宣導辦法中，「幼童」係指：（Ａ）四

歲以下，且體重在十五公斤以下之兒童（Ｂ）四歲以下，且體重在十八

公斤以下之兒童（Ｃ）六歲以下，且體重在十五公斤以下之兒童（Ｄ）

六歲以下，且體重在十八公斤以下之兒童。 
（Ｄ） 兩車道之雙向道路，尖峰時間上下行交通量差異甚大，其中一向交通量

分佈達雙向流量之百分之多少以上，且使該方向交通量接近道路容量，

可配合鄰近平行道路改為臨時單向行車，以利疏導交通：（Ａ） 55（
Ｂ） 65（Ｃ） 75（Ｄ） 85。  

（Ｃ） 依「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規定，行車速限在51-60km/hr，
其黃燈時間至少為：（Ａ）2秒（Ｂ）3秒（Ｃ）4秒（Ｄ）5秒。  

（Ａ） 行車管制號誌在黃色燈號結束後，應有幾秒以上之全紅時間：（Ａ）一

（Ｂ）二（Ｃ）三（Ｄ）四。  
（Ｂ） 逕行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填製通知單時其應到案之日期距舉發

日為幾日？（Ａ） 15（Ｂ） 30（Ｃ） 45（Ｄ） 60。 
（Ｃ） 汽車駕駛人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應施以定期講習之規定，以下何者

為誤：（Ａ）違規肇事致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者（Ｂ）違反道路交通管

理處罰條例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者（Ｃ）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

第五十三條規定者（Ｄ）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五十四條規定者

。  
（Ｂ） 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行為人，未依規定自動繳納罰鍰，或未依規定到

案聽候裁決，處罰機關應於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送達幾個

月內依基準表逕行裁決之：（Ａ）一（Ｂ）二（Ｃ）三（Ｄ）四。 
（Ｃ） 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之行為人，不服舉發事實者，應於幾日內，向處

罰機關陳述意見：（Ａ）七（Ｂ）十（Ｃ）十五（Ｄ）三十。 
（Ａ） 發生道路交通事故，有關警告標誌擺放距離之規定，以下何者正確：（

Ａ）最高速限超過五十公里至六十公里之路段：應放置於事故地點後方

五十公尺處（Ｂ）最高速限五十公里以下之路段：應放置於事故地點後

方四十公尺處（Ｃ）最高速限超過六十公里之路段：應放置於事故地點

後方七十公尺處（Ｄ）高速公路：應放置於事故地點後方九十公尺處。 
（Ｃ） 交通事故處理單位（非山地偏遠地區）應於 A

2 類事故發生後幾日內，依
規定將相關交通事故處理資料陳報審核小組：（Ａ）一（Ｂ）三（Ｃ）

五（Ｄ）七。 
（Ｄ） 抵達交通事故現場應以何者列為第一優先：（Ａ）保護現場（Ｂ）維持

交通（Ｃ）現場勘查（Ｄ）救護傷患。 
（Ｃ） 行車管制號誌之週期長度，以多久為原則：（Ａ） 20至 10

0

秒（Ｂ） 30至

15
0

秒（Ｃ） 30至 20
0秒（Ｄ） 20至 20
0秒。 

（Ｂ） 執業登記證及其副證以每多久全面換發一次為原則，逾期未換發者，失

其效力：（Ａ）一年（Ｂ）三年（Ｃ）五年（Ｄ）七年。 



（Ｃ） 非涉及刑案之肇事車輛如有檢驗、鑑定或查證必要時，得暫予扣留處理

，其扣留期間不得超過：（Ａ）一個月（Ｂ）二個月（Ｃ）三個月（Ｄ

）六個月。 
（Ａ） 利用煞車滑痕推算行車速度時：（Ａ）應比實際車速低（Ｂ）應比實際

車速高（Ｃ）應與實際車速相同（Ｄ）無法推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