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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警察大學警佐班第一、三類第二十七期

「警察法規」測驗題解

（Ｂ）警察行使職權有違法或不當情事，以致損害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之

權益時，不宜採行下列何種方式救濟？（Ａ）訴願（Ｂ）請求損失

補償（Ｃ）行政訴訟（Ｄ）請求國家賠償。

（Ｃ）警察依「警械使用條例」使用警械致人傷亡，該行為構成阻卻違法

之原因為何？（Ａ）正當防衛行為（Ｂ）緊急避難行為（Ｃ）依法

令之行為（Ｄ）業務上之正當行為。

（Ｃ）依現行警械種類規格表（行政院95年5月30日函修正），下列何者係

新增的警械種類？（Ａ）迫擊炮（Ｂ）戰防炮（Ｃ）霰彈槍（Ｄ）

瓦斯噴射筒。

（Ｂ）警察依法攔停車輛，但顯然無法查證駕駛人身分，得將該民帶往勤

務處所查證，惟其時間自攔停時起算，不得逾幾小時？（Ａ）一小

時（Ｂ）三小時（Ｃ）五小時（Ｄ）六小時。

（Ａ）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罰鍰應於裁處確定之翌日起幾日內

完納？（Ａ）十日（Ｂ）二十日（Ｃ）一個月（Ｄ）三個月。

（Ａ）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警察機關執行留置之規定，下列敘述中

何者是正確的？（Ａ）留置時間不得超過24小時（Ｂ）違序嫌疑人

不能留置，得令其覓保（Ｃ）被留置人為現役軍人，應通知國防部

（Ｄ）執行留置，警察機關得在24小時內，以電話通知被留置人指

定之親友。

（Ｄ）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妨害善良風俗之賭博違序行為，其所要

舉發處罰之對象為何？（Ａ）於公共場所開設職業賭場者（Ｂ）於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Ｃ）於非公共場所或

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開設職業賭場者（Ｄ）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

得出入之職業賭場，賭博財物者。

（Ｄ）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下列何者並非警察處分扣留物之方式？

（Ａ）依法沒收、沒入（Ｂ）依法毀棄或變價發還（Ｃ）依法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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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保管人或持有人（Ｄ）依法變賣，價金歸屬執行機關。

（Ｂ）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Ａ）幫

助他人實施違序行為，應減輕處罰（Ｂ）教唆他人實施違序行為，

依其所教唆之行為處罰（Ｃ）利用他人實施違序行為，依被利用人

所為之違序行為處罰（Ｄ）二人以上共同實施違序行為，分別裁處

，合倂執行之。

（Ｃ）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再犯得加重處罰」之規定，下列敘述

何者是正確的？（Ａ）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經處罰執行完畢

，三個月後再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Ｂ）違反「社會

秩序維護法」經裁處確定，三個月內再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之行為（Ｃ）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經處罰執行完畢，三個月內

再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Ｄ）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經裁處確定，三個月後再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

（Ａ）警察為維護治安之必要，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在公共場所得蒐

集資料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Ａ）警察依事實足

認集會遊行，對公安或社會秩序有危害之虞時，得以攝影、錄音，

蒐集參與(O)者現場活動之資料（Ｂ）警察對經常發生犯罪之公共場

所，應裝設監視器蒐集資料（Ｃ）警察經合理判斷對可能發生犯罪

之公共場所，應裝設監視器蒐集資料（Ｄ）蒐集資料應儘可能及於

所有參與公共活動之人。

（Ｄ）一般行政機關對其業務職掌範圍內之危害，無法或不能即時處理時

，警察機關始得介入並予輔助，此學理上之原則稱為：（Ａ）警察

責任原則（Ｂ）警察公共性原則（Ｃ）警察消極目的原則（Ｄ）警

察補充性原則。

（Ｂ）有關「警察法」第九條所稱之「警察命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其性質為行政規則（Ｂ）直轄市、縣（市）地方政府有權發

布警察命令（Ｃ）係屬全國性之警察法制（Ｄ）對人民不具有法的

拘束力。

（Ｄ）依「警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縣（市）立法事項？（Ａ）

警察勤務機構設置、裁併及勤務之實施事項（Ｂ）警察常年訓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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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警察業務之實施事項（Ｃ）地方義勇警察及駐衛警察之組設、

編練、派遣、管理等事項（Ｄ）地方警政及警衛之實施事項。

（Ａ）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查禁物」之查禁時效為：（Ａ）

無時效限制（Ｂ）追究權時效為二個月（Ｃ）追究權時效為三個月

（Ｄ）追究權時效為六個月。

（Ａ）下列何者之違序行為，應轉嫁處罰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Ａ）

精神耗弱人（Ｂ）滿十八歲但未滿二十歲之人（Ｃ）瘖啞人（Ｄ）

滿七十歲之人。

（Ｃ）警察機關對所移送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不服管轄法院

簡易庭所為之裁定，得提出下列何種救濟？（Ａ）向原簡易庭提起

抗（Ｂ）向原簡易庭提出聲明異議(C)向同法院之普通庭提起抗告（

Ｄ）向同法院之普通庭提起再抗告。

（Ｄ）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相關法令之規定，警察機關處理違序案件之

卷宗檔案，應保存多少時間之後，得予銷燬？（Ａ）屆滿六個月（

Ｂ）屆滿一年（Ｃ）屆滿二年（Ｄ）屆滿三年。

（Ｄ）在下列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機關依法處分沒入物品之方法？（Ａ

）得銷燬時，應紀錄存案並請該管簡易庭派員監視（Ｂ）如留作公

用，應估價後報請上級警察機關核定後價購（Ｃ）依規定拍賣，應

預定拍賣日期公告之（Ｄ）依法發還違序行為人或没入物之所有人

。

（Ａ）依警察法暨其施行細則之規定，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係由下

列何機關決定？（Ａ）內政部（Ｂ）行政院（Ｃ）地方政府（Ｄ）

地方民意機關。

（Ａ）依「警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並非警察官之官等？（Ａ）警士（

Ｂ）警佐（Ｃ）警正（Ｄ）警監。

（Ｄ）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執行時效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申誡，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二個月未執行者，免予執行（

Ｂ）罰鍰易處拘留，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六個月未執行者，免予

執行（Ｃ）停止營業、勒令歇業，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三個月未

執行者，免予執行（Ｄ）拘留，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六個月未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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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免予執行。

（Ｂ）下列何種行為，可以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處罰？（Ａ）

污穢公務員所施之封印或查封之標示者（Ｂ）毀損路燈、交通號誌

、道旁樹木者（Ｃ）意圖侮辱創立中華民國之國父，而公然損壞、

除去其遺像者（Ｄ）施用安非他命者。

（Ｃ）有關警察機關執行拘留罰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被拘

留人應自付膳食費用（Ｂ）被拘留人每日得接見三次並以三十分鐘

為限（Ｃ）被拘留人入所，應先捺印指紋及核對身分（Ｄ）女性被

拘留人，得攜帶三歲以上子女入所。

（Ｃ）警察得對依法留置、管束之人民使用警銬或戒具之相關規定，下列

敘述何者是錯誤的？（Ａ）受留置人抗拒留置時，得對其使用警銬

或其他經核定之戒具（Ｂ）受管束人有自殺之虞時，得對其使用警

銬或其他經核定之戒具（Ｃ）警察對人民實施查證身分或其他詢問

時，得依管束之規定令其供述（Ｄ）受留置人攻擊警察時，得對其

使用警銬或其他經核定之戒具。

二、申論題

請分別說明警察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採行「跟監」及「遴選第三人秘

密蒐集資料」之發動要件，及所應遵守之程序和規範為何？

請詳述警察依法使用警械，所應遵守之法理原則及基本規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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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警察大學警佐班第一類第二十七期

「警察勤務」測驗題解

（Ｂ）民國81年內政部警政署訂定「警察勤務改進方案」，即所謂下列何

者？（Ａ）勤四息八制（Ｂ）三班勤務制（Ｃ）日新專案制（Ｄ）

四八巡守互換制。

（Ｄ）刑事警察之工作劃分得配合行政警察之警勤區，劃分為下列何者？

（Ａ）刑事管區（Ｂ）刑事管轄區（Ｃ）刑事勤區（Ｄ）刑事責任

區。

（Ａ）警察局或分局設有各種警察隊者，應分派人員服行各該之何種勤務

？（Ａ）專屬勤務（Ｂ）專業勤務（Ｃ）專案勤務（Ｄ）專門勤務

。

（Ｂ）根據梅可望先生之「警察學原理」一書中之「警察勤務」一章裡，

劃分警勤區之重要原則有人口、面積及下列何者？（Ａ）學識（Ｂ

）業務（Ｃ）環境（Ｄ）能力。

（Ｃ）依內政部警政署編印之「分駐（派出）所實務手冊」，分駐（派出

）所設置之目的有三，即組合警勤區、供作服務站，以及下列何者

？（Ａ）形成管理面（Ｂ）形成控制面（Ｃ）形成治安面（Ｄ）形

成管制面。

（Ａ）警察局於必要時，在特定地區執行守護任務，得設下列何機構？（

Ａ）警衛派出所（Ｂ）警戒派出所（Ｃ）勤務隊（Ｄ）機動派出所

。

（Ｃ）根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我國警察之勤務方式共分為六種，

然梅可望先生之「警察學原理」一書中之「警察勤務」一章裡，其

歸納各國警察之執勤方式，則主張有幾種勤務執行之方式？（Ａ）

三種（Ｂ）四種（Ｃ）五種（Ｄ）七種。

（Ａ）依據「流動人口登記辦法」之規定，流動人口應向暫住地之下列何

機構辦理登記？（Ａ）分駐（派出）所（Ｂ）警察分局（Ｃ）警察

局（Ｄ）鄉（鎮）公所。

（Ｃ） 根據「戶口查察作業規定」，戶口查察之基本資料為戶口查察簿以



66

及下列何者？（Ａ）口卡片（Ｂ）警勤區轄境簿（Ｃ）戶口查察記

事簿（Ｄ）戶口查察登錄簿。

（Ｄ）具備有「可巡行於廣大區域、可攜帶較多應勤工具、使巡邏人員較

少疲勞及工作時間亦可較長」等優點之勤務類型，屬下列何種之巡

邏？（Ａ）徒步巡邏（Ｂ）腳踏車巡邏（Ｃ）機車巡邏（Ｄ）汽車

巡邏。

（Ｂ）依據「警察勤務條例」暨警政署函頒「各警察機關勤前教育實施規

定」，警察分局之聯合勤前教育，原則上以多久期間實施一次？（

Ａ）每週舉行一次為原則（Ｂ）每兩週舉行一次為原則（Ｃ）每三

週舉行一次為原則（Ｄ）每月舉行一次為原則。

（Ｄ）根據「警察機關勤務督導實施規定」，勤務督導分為駐區督導、聯

合督導，以及下列何類督導？（Ａ）主管督導（Ｂ）專業督導（Ｃ

）工作督導（Ｄ）機動督導。

（Ｃ）我國警察勤務指揮中心所發展的所謂ALI報案系統（Automatic Lo-

cation Identification），係指下列何種報案系統？（Ａ）網路報

案系統（Ｂ）報案地圖自動顯示系統（Ｃ）報案地址自動顯示系統

（Ｄ）報案號碼自動顯示系統。

（Ｃ）根據「戶口查察作業規定」，為落實戶口查察督導考核工作，分局

每隔多久應實施一次警勤區佐警之戶口考詢？（Ａ）每兩個月（Ｂ

）每四個月（Ｃ）每六個月（Ｄ）每八個月。

（Ａ）根據「戶口查察作業規定」，戶口查察無故缺查者，作何種之懲處

？（Ａ）每次申誡一次（Ｂ）每次申誡兩次（Ｃ）每次劣蹟註記一

次（Ｄ）每次劣蹟註記兩次。

（Ｂ）根據「戶口查察作業規定」，新到任警勤區佐警對於新遷入人口，

應於接到戶籍登記申請書副本後之多久期間內實施查察？（Ａ）半

個月內（Ｂ）一個月內（Ｃ）兩個月內（Ｄ）三個月內。

（Ｄ）根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下列何種勤務執行機構得採「全日

更替制」之勤務編配方式？（Ａ）置五人者之機構（Ｂ）置四人者

之機構（Ｃ）置三人者之機構（Ｄ）置二人者之機構。

（Ａ）警察勤務應為預警或主動先發式的（proactive）發現並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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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被動反應式的（reactive）處理問題，可稱之為何種勤務運作

原理？（Ａ）機動原理（Ｂ）迅速原理（Ｃ）彈性原理（Ｄ）顯見

原理。

（Ｂ）根據「警察機關查捕逃犯作業規定」之規範，各級警察人員查悉具

有民意代表身份之逃犯時，有關鄉（鎮、市）級民意代表之處理單

位應為下列何者？（Ａ）分駐（派出）所（Ｂ）警察分局（Ｃ）警

察局（Ｄ）警政署。

（Ｄ）根據「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之規定，外國人依相關規

定申請延期停留時，應於停留期限屆滿前幾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延

期？（Ａ）五日內（Ｂ）七日內（Ｃ）十日內（Ｄ）十五日內。

（Ｃ）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之規定，所謂重大之道路交通事故

，係指下列何種狀況？（Ａ）受傷人數在五人以上（Ｂ）受傷人數

在十人以上（Ｃ）死亡人數在三人以上（Ｄ）死亡人數在一人以上

。

（Ｃ）依據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警察對於「人」實施之臨檢，須

以下列何種證據條件為發動臨檢之要件？（Ａ）單純之臆測（mere 

suspicion）（Ｂ）合理之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Ｃ）相

當之理由（probable cause）（Ｄ）線民提供之情報（informant）

。

（Ａ）根據警政署發行之95年警政白皮書第一章(社區治安)之內容，「治

安社區化」政策之推動與執行，警察單位責無旁貸，其中基層員警

應以扮演凝聚社區意識及聯結、整合社區內各個組織及團體之角色

自居，故其乃為下列何種之功能與角色？（Ａ）協調者角色（Ｂ）

諮詢者角色（Ｃ）參與者角色（Ｄ）倡導者角色。

（Ｄ）根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勤務交接時間由下列何者定之？(A)

佐警自定（Ｂ）分駐（派出）所（Ｃ）警察分局（Ｄ）警察局。

（Ｂ）根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下列何者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

勤務執行機構？(A)警察局（Ｂ）警察分局（Ｃ）分駐所（Ｄ）派出

所。

二、申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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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勤務條例」對於勤務時間之規定為何？又其勤務時間宜如何的革新

，才能更為合理而有效，請試述己見？

近年來我國各警察機關已全面的在推廣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之認證制度，其對警察勤務之影響為何，請舉一實

例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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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警察大學警佐班第一、三類第二十七期

「刑法及刑事訴訟法」測驗題解

（Ｃ）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損壞或壅塞陸路交通危險罪，依實務見解，係

屬下列何種犯罪類型？（Ａ）實害犯（Ｂ）抽象危險犯（Ｃ）具體

危險犯（Ｄ）即成犯。

（Ｄ）司法警察甲依法逮捕通緝犯乙，遇乙抵抗，乃以武力排除乙之抵抗

，但其實施武力之程度逾越逮捕所必要之程度時，依實務見解，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甲之行為屬正當防衛，不罰（Ｂ）甲之行

為屬防衛過當，應減輕其刑（Ｃ）甲之行為屬依法令之行為，不罰

（Ｄ）甲之行為非屬依法令之行為，仍應處罰。

（Ｂ）甲、乙二人為夫妻，某日於住宅內，甲持刀欲殺乙，於著手殺害行

為但未完成之際，因乙大聲呼救驚動鄰居多人前來查看，甲乃罷手

棄刀向警自首，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甲成立殺

人罪之不能犯（Ｂ）甲成立殺人罪之未遂犯（Ｃ）甲成立殺人罪之

中止犯（Ｄ）甲成立傷害致死罪之中止犯。

（Ａ）行為人甲，將原有舊機車上之引擎號碼鋸下後，使用強力黏膠將其

黏貼於另一部機車引擎上。關於甲之行為，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Ａ）甲應成立偽造私文書罪（Ｂ）甲應成立偽造公文

書罪（Ｃ）甲應成立偽造特種文書罪（Ｄ）甲應成立偽造準文書罪

。

（Ｄ）甲為某公司之倉庫管理人員，某日為意圖不法所有，乃串通非屬公

司員工之友人乙，利用假日夜間倉庫無人在場時，進入倉庫內共同

將其所管理之公司貨品竊取，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甲、乙成立加重竊盜罪之共同正犯（Ｂ）甲成立普通侵占罪，

乙成立加重竊盜罪（Ｃ）甲成立業務侵占罪，乙成立普通侵佔罪（

Ｄ）甲、乙成立業務侵占罪之共同正犯。

（Ｂ）甲因傷害罪受有期徒刑四個月之判決並宣告緩刑兩年，緩刑期滿後

一年內再次犯傷害罪，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甲

成立傷害罪之累犯，應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Ｂ）甲僅成立傷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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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單純一罪，不發生累犯之問題（Ｃ）應撤銷甲之緩刑宣告，並依

傷害罪之數罪併罰，兩罪合併處罰之（Ｄ）甲成立傷害罪之數罪併

罰，應兩罪合併處罰，並定其應執行刑。

（Ａ）行為人甲私行拘禁乙後，發覺乙頗為富有，乃繼而對乙之配偶丙恐

嚇，謂如不給付一定金額之贖款，將砍斷乙之手腳；丙因心生畏懼

而給付是筆金額予甲，甲並依約安全釋回乙。關於甲之行為，依實

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甲應成立恐嚇取財罪與私行拘

禁罪之數罪併罰（Ｂ）甲應成立擄人勒贖罪與恐嚇取財罪之數罪併

罰（Ｃ）甲應成立擄人勒贖罪與私行拘禁罪之數罪併罰（Ｄ）甲應

成立擄人勒贖罪之單純一罪。

（Ａ）甲為公務員，就其職務上之行為，同時向三位民間相關業者要求期

約或收受賄賂，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甲成立要

求期約或收受賄賂罪之單純一罪（Ｂ）甲成立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罪

之吸收犯（Ｃ）甲成立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罪之想像競合犯（Ｄ）甲

成立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罪之數罪併罰。

（Ｄ）甲為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或機會，侵占公務上持有之物，依

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甲成立普通侵占罪，並應依

刑法第134條前段規定加重其刑（Ｂ）甲成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並應依刑法第134條前段規定加重其刑（Ｃ）甲成立利用職務詐取

財物罪，但毋庸依刑法第134條前段規定加重其刑（Ｄ）甲成立公務

侵占罪，但毋庸依刑法第134條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Ｄ）刑法各罪中，有以「公然」為構成要件者，例如公然侮辱罪、對於

公署公然侮辱罪等是，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公

然係僅指在公共場所為之，且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共見共聞者為

限（Ｂ）公然係僅指在公共場所為之，但不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

共見共聞者為限（Ｃ）公然係包括在私人場所為之，但不以不特定

人或多數人得共見共聞者為限（Ｄ）公然係指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

得共見共聞之狀況為已足，實施地點為公共場所或私人場所(O)並非

所問。

（Ａ）關於刑法之偽證罪，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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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偽證」，係指證人對其所知實情故作虛偽陳述，包括證人根據

自己意見所作之判斷在內（Ｂ）偽證罪不以結果發生為必要（Ｃ）

一有偽證行為，無論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均不影

響偽證罪之成立（Ｄ）該罪所謂之「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係指該事項之有無，足以影響裁判之結果而言。

（Ｂ）告訴乃論之罪，告訴權人雖已知悉犯罪及犯罪行為人但不為告訴，

致偵查起訴程序不能開始時，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告訴權時效期間應停止進行（Ｂ）追訴權時效期間應停止進行

（Ｃ）行刑權時效期間應停止進行（Ｄ）檢察官應逕為不起訴處分

。

（Ｃ）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係得聲請移轉管轄之聲請權人？（

Ａ）犯罪被害人（Ｂ）告訴人（Ｃ）自訴人（Ｄ）辯護人。

（Ｃ）司法警察於執行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不要式搜索後，應於下列何時

限內向該管檢察署檢察官及法院報告，否則其搜索為不合法？（Ａ

）16小時內（Ｂ）24小時內（Ｃ）3日內（Ｄ）5日內。

（Ｄ）被告甲一人犯數罪，而其所犯各罪所屬之審判機關不同者，依實務

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應依牽連管轄之規定，合併由其

中一審判機關管轄甲所犯之各罪（Ｂ）應依競合管轄之規定，由繫

屬在先之審判機關管轄甲所犯之各罪（Ｃ）應依指定管轄之規定，

由最高法院以裁定指定其中一審判機關管轄甲所犯之各罪（Ｄ）應

由先受理之審判機關，就其有權審判之犯罪部分先為審判後，再將

其他部分之犯罪，轉(O)送該管審判機關審判。

（Ｃ）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得於法院進行證據調查程序時聲請

傳喚證人，但不得直接詰問證人？（Ａ）辯護人（Ｂ）代理人（Ｃ

）輔佐人（Ｄ）自訴人。

（Ｂ）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關於交互詰問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行主詰問於必要時，得為誘導詰問（Ｂ）行反詰問於必要時

，得為誘導詰問（Ｃ）行覆主詰問及覆反詰問於必要時，得為誘導

詰問（Ｄ）行交互詰問時，均不得為誘導詰問。

（Ｃ）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檢察官欲對被告以外之人為檢查身體處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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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下列何種條件下，可認為於調查犯罪情形有必要者為限，始

得為之？（Ａ）有犯罪嫌疑時（Ｂ）有合理懷疑時（Ｃ）有相當理

由時（Ｄ）有法院許可時。

（Ａ）告訴乃論之罪，犯罪被害人於法定期間內依法向司法警察官提出告

訴，但告訴之內容誤指他人為犯罪行為人，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Ａ）所提告訴，仍屬有效（Ｂ）所提告訴，僅對被誤

指為犯罪行為人之人有效，對其他之人則屬無效（Ｃ）所提告訴，

應行補正後方始生效(D)所提告訴，應屬無效。

（Ａ）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得於偵查中聲請檢察官為證據保全

處分？（Ａ）犯罪嫌疑人（Ｂ）犯罪被害人（Ｃ）司法警察（Ｄ）

告發人。

（Ｂ）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法院就被告本人之案件調查共同被告時，關

於該調查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準用有關調查被告之

程序規定（Ｂ）準用有關調查人證之程序規定（Ｃ）依據該共同被

告之陳述內容，分別適用有關調查被告或人證之程序規定（Ｄ）適

用何種調查程序之規定，由法院裁量之。

（Ｄ）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法院審理案件時，認為被告之行為不罰者，

應諭知下列何種裁判？（Ａ）駁回起訴判決（Ｂ）免訴判決（Ｃ）

不受理判決（Ｄ）無罪判決。

（Ａ）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關於訴訟權利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

）告訴權人捨棄告訴權者，其捨棄不生效力（Ｂ）告訴人撤回告訴

者，其撤回不生效力（Ｃ）上訴權人捨棄上訴權者，其捨棄不生效

力（Ｄ）上訴人撤回上訴者，其撤回不生效力。

（Ｄ）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關於自訴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犯

罪事實之一部為得提起自訴，他部為不得提起自訴時，原則上，該

犯罪事實之全部應改(O)提告訴（Ｂ）犯罪事實之一部為得提起自訴

，他部為不得提起自訴時，原則上，不得提起自訴之部分應(O)移請

檢察官改提公訴（Ｃ）犯罪事實之一部為得提起自訴，他部為不得

提起自訴時，原則上，該犯罪事實之全部應移(O)請檢察官改提公訴

（Ｄ）犯罪事實之一部為得提起自訴，他部為不得提起自訴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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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上，該犯罪事實之全部均得(O)提起自訴。

（Ｂ）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檢察官對於合法逮捕之被告，認有羈押之必

要而向管轄法院聲請羈押被告，但法院認被告所涉罪嫌不符羈押之

要件，駁回檢察官之羈押聲請，檢察官對該項駁回羈押聲請之裁定

不服，得循下列何種程序救濟之？（Ａ）上訴程序（Ｂ）抗告程序

（Ｃ）準抗告程序（Ｄ）即時抗告程序。

二、申論題

某日甲駕汽車違規超速，適為擔服汽車巡邏勤務之制服警察乙、丙發現，

乃鳴車用警笛欲上前攔阻舉發，甲竟加速逃離；追逐中，甲刻意放慢車速

，俟乙、丙所駕巡邏車接近時，故意向乙、丙伸出左手中指挑釁，並加速

離去。嗣甲仍為乙、丙攔下，乙乃開立甲違規超速舉發單遞交予甲，甲於

接受該舉發單時，向乙、丙謂：「警察都是『賊頭』」，並將該舉發單當

場撕毀丟棄。試申論甲之上開行為是否成立犯罪，應如何處斷？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

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論者有謂本條規定係所

謂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惟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其所實施之

程序是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其判斷準則為何？試申論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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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警察大學警佐班第一、三類第二十七期

「憲法」測驗題解

（Ｃ）關於國家的構成要素及象徵，我國憲法未規定下列何者？（Ａ）主

權（Ｂ）國旗（Ｃ）首都（Ｄ）領土。

（Ｂ）憲法是人權的保障書。最早的人權法典是：（Ａ）美國的獨立宣言 

（Ｂ）英國的大憲章（Ｃ）世界人權宣言（Ｄ）法國的人權宣言。

（Ｄ）我國憲法係採取那一種主權模式？（Ａ）君主主權（Ｂ）國家主權

（Ｃ）議會主權（Ｄ）國民主權。

（Ａ）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基於下列何種理由，國家領土範圍之界定

，不宜由釋憲機關予以解釋？（Ａ）此屬於政治問題（Ｂ）此屬於

社會問題（Ｃ）此屬於人民認知問題（Ｄ）此屬於法律問題。

（Ｄ）人民組織政黨，是憲法所保障的何種基本權？（Ａ）集會自由（Ｂ

）表見自由（Ｃ）信仰自由（Ｄ）結社自由。

（Ａ）憲法保障人民有請願權，但下列何者非為請願的對象？（Ａ）司法

機關（Ｂ）立法機關（Ｃ）行政機關（Ｄ）總統。

（Ｃ）下列何種福利措施，憲法並未明文保障？（Ａ）退役軍人就業保障

（Ｂ）無障礙環境的建構（Ｃ）老人年金（Ｄ）全民健康保險。

（Ｂ）大學自治，是憲法所保障的何種基本權？（Ａ）言論自由（Ｂ）講

學自由（Ｃ）著作自由（Ｄ）出版自由。

（Ｄ）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及權利時，除依法應受懲戒外，尚應負

何種責任？（Ａ）僅負刑事責任（Ｂ）僅負行政責任（Ｃ）僅負政

治責任（Ｄ）刑事及民事責任。

（Ｃ）世界人權宣言宣示「人人有權歸返其本國」，此即我國憲法保障的

何種基本權？（Ａ）人身自由（Ｂ）居住自由（Ｃ）遷徙自由（Ｄ

）集會自由。

（Ｂ）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種經費應優先編列？（Ａ）科學研

究（Ｂ）國民教育（Ｃ）民族文化（Ｄ）社會保險。

（Ａ）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應由法律定

之，以命令為之者，應有法律明確授權。此乃憲法何種原則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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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法律保留原則（Ｂ）誠實信用原則（Ｃ）信賴保護原則（

Ｄ）比例原則。

（Ｄ）軍人依法所應享有服役年資計算之權益，不宜因其役別為義務役或

志願役而有所不同。此乃憲法何種原則之要求？（Ａ）兵役法定原

則（Ｂ）軍人中立原則（Ｃ）比例原則（Ｄ）平等原則。

（Ｂ）假設內政部明定農曆四月八日佛陀誕辰為國定紀念日。此作法可能

違反下列何種憲法原則？（Ａ）宗教自治原則（Ｂ）政教分離原則

（Ｃ）和平信仰原則（Ｄ）宗教獨占原則。

（Ｃ）法律基於特定目的，而以內容具體、範圍明確之方式，授權行政機

關就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事項進一步規定。乃為憲法所容許之下列何

種法律原則的內涵？（Ａ）比例原則（Ｂ）明確性原則（Ｃ）授權

明確性原則（Ｄ）信賴保護原則。

（Ｂ）有關言論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言論自由之保護須顧

及公共利益（Ｂ）言論自由的保護範疇，不因言論性質不同而異（

Ｃ）言論自由得以法律加以限制（Ｄ）限制言論自由之法律須考慮

傳播方式之因素。

（Ｄ）人民被逮捕時，得聲請法院審理之救濟制度稱為：（Ａ）審判制度

（Ｂ）再審制度（Ｃ）判決制度（Ｄ）提審制度。

（Ｄ）下列有關行政院與立法院關係之說明，何者錯誤？（Ａ）行政院有

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Ｂ）立法院有對行政院院

長提出不信任案之權（Ｃ）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質

詢之權（Ｄ）行政院院長有解散立法院之權。

（Ａ）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之任期最長？（Ａ）大法官（民國

92年總統提名者除外）（Ｂ）立法委員（Ｃ）監察委員（Ｄ）總統

。

（Ａ）考試委員及監察委員，二者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何相同之處？（

Ａ）提名與同意任命機關（Ｂ）任期（Ｃ）職權（Ｄ）人數。

（Ｄ）下列何者不是覆議案之標的？（Ａ）法律案（Ｂ）預算案（Ｃ）條

約案（Ｄ）大赦案。

（Ｃ）下列何者不是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明文列舉應予特別保障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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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地區人民（Ｂ）金馬地區人民（Ｃ）綠島地區人民（Ｄ）原

住民族。

（Ｄ）憲法增修條文對於鄉鎮制度如何規定？（Ａ）鄉鎮設鄉鎮公所，置

鄉鎮長一人，由縣政府依法任免之（Ｂ）鄉鎮設鄉鎮公所，置鄉鎮

長一人，由公民選舉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之（Ｃ）鄉鎮長、

鄉鎮民代表之選舉至本屆任期屆滿日起停止辦理（Ｄ）未規定。

（Ｄ）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由下列何者審理？（Ａ）最高法院（Ｂ）中

央選舉委員會（Ｃ）立法院（Ｄ）憲法法庭。

（Ｂ）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統的彈劾案，如已經

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其後續程序應如何處理？（Ａ）

公告半年（Ｂ）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Ｃ）立法院召開大會追認

（Ｄ）送交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

二、申論題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

禁」之「警察機關」，係何所指？所稱「法定程序」之「法」，所指為何

？試依我國現行法制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見解闡述之。

何謂內閣制？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的規定中具有內閣制特徵者有哪些？依

您之見，我國中央政府體制是否適合採行內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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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測驗題解

（Ｃ）關於國家的構成要素及象徵，我國憲法未規定下列何者？（Ａ）主

權（Ｂ）國旗（Ｃ）首都（Ｄ）領土。

（Ｂ）憲法是人權的保障書。最早的人權法典是：（Ａ）美國的獨立宣言 

（Ｂ）英國的大憲章（Ｃ）世界人權宣言（Ｄ）法國的人權宣言。

（Ｄ）我國憲法係採取那一種主權模式？（Ａ）君主主權（Ｂ）國家主權

（Ｃ）議會主權（Ｄ）國民主權。

（Ａ）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基於下列何種理由，國家領土範圍之界定

，不宜由釋憲機關予以解釋？（Ａ）此屬於政治問題（Ｂ）此屬於

社會問題（Ｃ）此屬於人民認知問題（Ｄ）此屬於法律問題。

（Ｄ）人民組織政黨，是憲法所保障的何種基本權？（Ａ）集會自由（Ｂ

）表見自由（Ｃ）信仰自由（Ｄ）結社自由。

（Ａ）憲法保障人民有請願權，但下列何者非為請願的對象？（Ａ）司法

機關（Ｂ）立法機關（Ｃ）行政機關（Ｄ）總統。

（Ｃ）下列何種福利措施，憲法並未明文保障？（Ａ）退役軍人就業保障

（Ｂ）無障礙環境的建構（Ｃ）老人年金（Ｄ）全民健康保險。

（Ｂ）大學自治，是憲法所保障的何種基本權？（Ａ）言論自由（Ｂ）講

學自由（Ｃ）著作自由（Ｄ）出版自由。

（Ｄ）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及權利時，除依法應受懲戒外，尚應負

何種責任？（Ａ）僅負刑事責任（Ｂ）僅負行政責任（Ｃ）僅負政

治責任（Ｄ）刑事及民事責任。

（Ｃ）世界人權宣言宣示「人人有權歸返其本國」，此即我國憲法保障的

何種基本權？（Ａ）人身自由（Ｂ）居住自由（Ｃ）遷徙自由（Ｄ

）集會自由。

（Ｂ）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種經費應優先編列？（Ａ）科學研

究（Ｂ）國民教育（Ｃ）民族文化（Ｄ）社會保險。

（Ａ）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應由法律定

之，以命令為之者，應有法律明確授權。此乃憲法何種原則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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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法律保留原則（Ｂ）誠實信用原則（Ｃ）信賴保護原則（

Ｄ）比例原則。

（Ｄ）軍人依法所應享有服役年資計算之權益，不宜因其役別為義務役或

志願役而有所不同。此乃憲法何種原則之要求？（Ａ）兵役法定原

則（Ｂ）軍人中立原則（Ｃ）比例原則（Ｄ）平等原則。

（Ｂ）假設內政部明定農曆四月八日佛陀誕辰為國定紀念日。此作法可能

違反下列何種憲法原則？（Ａ）宗教自治原則（Ｂ）政教分離原則

（Ｃ）和平信仰原則（Ｄ）宗教獨占原則。

（Ｃ）法律基於特定目的，而以內容具體、範圍明確之方式，授權行政機

關就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事項進一步規定。乃為憲法所容許之下列何

種法律原則的內涵？（Ａ）比例原則（Ｂ）明確性原則（Ｃ）授權

明確性原則（Ｄ）信賴保護原則。

（Ｂ）有關言論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言論自由之保護須顧

及公共利益（Ｂ）言論自由的保護範疇，不因言論性質不同而異（

Ｃ）言論自由得以法律加以限制（Ｄ）限制言論自由之法律須考慮

傳播方式之因素。

（Ｄ）人民被逮捕時，得聲請法院審理之救濟制度稱為：（Ａ）審判制度

（Ｂ）再審制度（Ｃ）判決制度（Ｄ）提審制度。

（Ｄ）下列有關行政院與立法院關係之說明，何者錯誤？（Ａ）行政院有

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Ｂ）立法院有對行政院院

長提出不信任案之權（Ｃ）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質

詢之權（Ｄ）行政院院長有解散立法院之權。

（Ａ）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之任期最長？（Ａ）大法官（民國

92年總統提名者除外）（Ｂ）立法委員（Ｃ）監察委員（Ｄ）總統

。

（Ａ）考試委員及監察委員，二者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何相同之處？（

Ａ）提名與同意任命機關（Ｂ）任期（Ｃ）職權（Ｄ）人數。

（Ｄ）下列何者不是覆議案之標的？（Ａ）法律案（Ｂ）預算案（Ｃ）條

約案（Ｄ）大赦案。

（Ｃ）下列何者不是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明文列舉應予特別保障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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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地區人民（Ｂ）金馬地區人民（Ｃ）綠島地區人民（Ｄ）原

住民族。

（Ｄ）憲法增修條文對於鄉鎮制度如何規定？（Ａ）鄉鎮設鄉鎮公所，置

鄉鎮長一人，由縣政府依法任免之（Ｂ）鄉鎮設鄉鎮公所，置鄉鎮

長一人，由公民選舉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之（Ｃ）鄉鎮長、

鄉鎮民代表之選舉至本屆任期屆滿日起停止辦理（Ｄ）未規定。

（Ｄ）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由下列何者審理？（Ａ）最高法院（Ｂ）中

央選舉委員會（Ｃ）立法院（Ｄ）憲法法庭。

（Ｂ）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統的彈劾案，如已經

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其後續程序應如何處理？（Ａ）

公告半年（Ｂ）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Ｃ）立法院召開大會追認

（Ｄ）送交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

二、申論題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

禁」之「警察機關」，係何所指？所稱「法定程序」之「法」，所指為何

？試依我國現行法制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見解闡述之。

何謂內閣制？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的規定中具有內閣制特徵者有哪些？依

您之見，我國中央政府體制是否適合採行內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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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刑案現場勘察採證之程序、要領及證物採取、包裝、封緘、送驗等

相關規定，應依警政署函頒的何項規定辦理？（Ａ）刑案處理規範

（Ｂ）刑事科學規範（Ｃ）刑事勘察規範（Ｄ）刑事鑑識規範。

（Ｃ）下列那些情形警察應將涉案移送司法機關追訴、審判？現役軍人

與非軍人共同犯罪，為司法警察機關一併捕獲時，則軍人不論任何

案件均須移送1司法機關軍事犯在執行中犯脫逃罪被查獲犯罪之

後備軍人於應召途中被補感訓處所脫逃之感訓流氓被查獲。正確

的選項應為？（Ａ）（Ｂ）（Ｃ）（Ｄ）

。

（Ｄ）有關軍法案件移送憲兵單位者，其刑案移送用紙名稱為？（Ａ）移

送書（Ｂ）報告書（Ｃ）軍法書（Ｄ）調查書。

（Ａ）成年人對兒童有違反兒童福利法之行為，並觸犯刑罰法律之刑事案

件者，應移送何單位處理？（Ａ）少年法院（Ｂ）一般法院（Ｃ）

縣（市）社會局（Ｄ）婦幼警察隊。

（Ｃ）司法警察詢問證人時，若證人為犯罪嫌疑人之：繼母；姑丈；

舅舅；孫媳婦，則應告知其得拒絕證言，下列選項何者為正確

？（Ａ）（Ｂ）（Ｃ）（Ｄ）。

（Ａ）受理報案發現刑案未報、破案始報，發、破期間相隔四十八小時以

上者，稱為？（Ａ）匿報（Ｂ）虛報（Ｃ）遲報（Ｄ）補報。

（Ａ）組織犯罪之構成要件，就偵查實務觀點，至少須幾人以上？（Ａ）

三人以上（Ｂ）五人以上（Ｃ）六人以上（Ｄ）九人以上。

（Ｂ）凡遇臨、試、使、軍、外車牌遺失，應於若干小時內報由刑事警察

局建檔？（Ａ）二小時（Ｂ）四小時（Ｃ）十二小時（Ｄ）二十四

小時。

（Ｃ）當舖業以收當之質當物，持向其他當舖業質當之行為稱？（Ａ）質

當（Ｂ）流當（Ｃ）轉當（Ｄ）持當。

（Ａ）涉及帳戶匯款之案件，如受款地在境外，應由何地之警察機關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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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被害人第一次匯款之警察機關（Ｂ）被害人最後一次匯款

之警察機關（Ｃ）匯款次數最多之警察機關（Ｄ）涉案人戶籍地之

警察機關。

（Ｂ）腐敗之屍體，因腐敗瓦斯之蓄積致使表皮膨隆作成氣疱，一般而言所

需的時間應多長才能形成？（Ａ）ㄧ日（Ｂ）二日（Ｃ）三日（Ｄ

）七日。

（Ｃ）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伊朗交界地帶是海洛因的生產地之ㄧ，通常此

地區又稱：（Ａ）金三角（Ｂ）銀三角（Ｃ）金新月（Ｄ）銀新月

。

（Ｃ）桌腳理論，通常包括那些項目？（Ａ）現場、人證、物證、書證（

Ｂ）現場、涉案人、被害人、偵查機關（Ｃ）現場、人證、物證、

運氣（Ｄ）司法警察、檢察官、法官、矯治人員。

（Ａ）從丟棄的廢棄物中搜尋有用資訊的方法，此種電腦及網路犯罪的手

法稱為（Ａ）清道夫法（Ｂ）廢棄物法（Ｃ）積少成多法（Ｄ）廢

物利用法。

（Ｃ）刑案現場有關跡證拍攝若欲使景深較長，必須（Ａ）使模糊圈清晰

（Ｂ）使拍攝焦距加長（Ｃ）使光圈縮小（Ｄ）使鏡頭接近主體物

。

（Ａ）典型縊死屍體之索溝，會出現在屍體脖子的那個方向？（Ａ）頸前

方（Ｂ）頸後方（Ｃ）頸部左右方（Ｄ）整個頸部。

（Ｃ）蓋印時，下列何者不必使用印泥或油墨？（Ａ）針孔印（Ｂ）刷印

（Ｃ）鋼印（Ｄ）關防大印。

（Ｂ）我國十指紋卡片捺印，從左上到右下的指位次序係由：（Ａ）左拇

指至右小指（Ｂ）右拇指至左小指（Ｃ）左小指至右拇指（Ｄ）右

小指至左拇指。

（Ａ）掘挖壁洞的夜竊方法，黑話又稱為：（Ａ）開桃園（Ｂ）開天窗    

（Ｃ）開扇子（Ｄ）塌燒餅。

（Ａ）犯罪嫌疑人涉嫌觸犯下列何者時，且犯罪嫌疑重大，得不經通知逕

向檢察官聲請簽發拘票，予以拘提到場？（Ａ）最輕本刑為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之罪（Ｂ）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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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為三到五年之有期徒刑之罪（Ｄ）最重本刑為四年以下之有期徒

刑之罪。

（Ｂ）檢查血液的種屬類別，常採用下列何種方法？（Ａ）血紫質螢光反

應（Ｂ）抗人血紅素沉降反應（Ｃ）高山氏血色原結晶反應（Ｄ）

凝集反應。

（Ｃ）生前燒死者皮膚或屍斑，通常均呈何種顏色？（Ａ）青紅色（Ｂ）

棕褐色（Ｃ）鮮紅色（Ｄ）紫綠色。

（Ｂ）欲拍攝玻璃櫥窗內之模特兒，為避免反光俾使影像清晰，通常需在

鏡頭前加裝：(A)濾色鏡（Ｂ）偏光鏡（Ｃ）近攝鏡（Ｄ）反光鏡。

（Ａ）有關槍彈痕跡：撞針孔；抓子痕；纏度；左右旋痕跡。何

者非彈頭痕跡？請選出最適當的答案。（Ａ）（Ｂ）（Ｃ

）（Ｄ）。

（Ａ）買賣雙方談妥交易後，由傳遞毒品交易信息者負責接洽，買方先將

錢匯至賣方所指定之地點，而賣方將貨放置特定地點，再通知買方

來取鑰匙等物去取貨，雙方並不見面。此種毒品交易方式稱為？（

Ａ）活轉手式（Ｂ）死轉手式（Ｃ）二重轉手式（Ｄ）多重轉手式

。

二、申論題

1. 何謂一六五專線？該專線所處理之案件至目前為止有那些類型及特徵？

2. 警察機關執行圍捕任務時，如何具體妥適的做好現場封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