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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察機關受理公告查禁之模擬槍事宜，有關查處、裁罰、鑑驗、認定之業務權責分工，應由何單位辦理？ 
行政、保安單位 行政、刑事單位 保安、刑事單位 保安、民防單位 

2 19 歲之某甲現仍就讀高中，曾因夥眾飆車遭警察取締記錄有案；今欲繼承其亡父所有之獵槍 1 枝，下列敘

述何者正確？ 
 應於一個月內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發照 
應於一個月內向內政部警政署保安組申請發照 
受理機關應不予發照，並報由居住地警察機關辦理收購 
受理機關應不予發照，並報由戶籍地警察機關辦理收購 

3 民防人員發生下列何者情況時，編組機關應予以辦理解編？ 
因過失傷害他人，受二年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 因案被通緝逾二個月，未撤銷通緝者 
因經常出國經商，致無法參加訓練演習者 風評不佳，但查無具體事蹟者 

4 某甲舉辦之 ECFA 說明會，因支持者參加踴躍且情緒高亢，現場失控暴亂，主管機關命令立即解散，某甲

堅決不肯解散，某甲可被處以何種處罰？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5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保安警力以小隊為最小編組單位，分隊為基本編組單位 
編組保安警力之小隊長、分隊長均應具指揮能力，並各負指揮責任 
保安警力中隊為執行任務需要，得打破小隊建制，以利彈性編組之運用 
保安警力僅有形成中隊編組時，始具備防阻與反制能力 

6 模擬槍係具打擊底火且外型、構造、材質類似真槍，只要有心人士加以改造，極可能成為具有殺傷力之槍

枝，因此政府對於模擬槍有其特別之規範，下列有關模擬槍之輸入、查禁之敘述，何者錯誤？ 
模擬槍之輸入，應先取得內政部同意文件 
製造、販賣、運輸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警察機關為查察公告查禁之模擬槍，得依法派員進入模擬槍販賣場所，並應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必

要之物件實施檢查 
規避、妨礙或拒絕依法檢查之人員進入模擬槍販賣場所執行檢查任務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 
7 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對於機動保安警力的派遣運用，應遵守之正確原則為何？ 
直轄市、縣（市）警察局運用機動保安警力遇例假日情況緊迫時，立即向內政部警政署保安組申請支援

警力 
直轄市、縣（市）警察局運用機動保安警力處理轄內重大陳抗事件時，循業務系統指揮調度即可 
直轄市、縣（市）警察局運用機動保安警力應秉持建制機動保安警力為主、替代役警力為輔之原則，妥

適規劃警力部署 
支援直轄市、縣（市）警察局之機動保安警力之運用，由支援警力帶隊指揮官負責指揮調度 

8 原住民因狩獵生活需要，得申請製造或持有自製獵槍或魚槍，依「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理辦法」規定，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未滿 20歲，不可申請製造獵槍或魚槍 
原住民持有自製獵槍或魚槍，應以書面提出申請 
原住民申請持有自製獵槍或魚槍，每人以各 1枝為限 
原住民申請持有自製獵槍或魚槍，每戶不得超過各 6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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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山地管制區之管制範圍、執行機關、設置檢查所及檢查所勤務，依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

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山地管制區，以內政部警政署公告之管制範圍為準 
山地管制區，由內政部警政署指導各警察機關執行之 
山地管制區應由各該管警察局評估選定適當地點，報請警政署核准設置檢查所 
檢查所勤務分固定檢查與流動檢查 

10 某甲為民防團隊編組人員，接受訓練期間，其公司以人力不足為由，不讓某甲請公假前往參訓，依民防法

規定，該公司可被處以何種處罰？ 
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11 依據內政部 94 年函頒之「內政部補助社區治安守望相助隊作業要點」規定，下列何者為守望相助隊之工作

事項？①維護巡守區域安全 ②協助社區防災 ③協助分駐（派出）所守望 ④協助押解人犯 ⑤通報及

防範家庭暴力 
①②③ ①③⑤ ①②⑤ ①④⑤ 

12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之規定，本條例的立法目的及管制客體為： 
為管制槍砲彈藥刀械，維護國家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特制定本條例 
為管制槍砲彈藥刀械，維護公共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特制定本條例 
為管制槍砲彈藥刀械，維護社會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特制定本條例 
為管制槍砲彈藥刀械，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特制定本條例 

13 運送爆炸物品應專車、專人押運，通過都市地區應檢附爆炸物運輸證，並應向何機關申請派車前導通行？ 
中央主管機關 當地警察機關 當地消防局 當地警察分駐所 

14 某甲受朋友某乙百般慫恿，謂：擁有 1 枝手槍，走路就有風。某甲頗為心動，想設法擁槍，惟始終無適當

機會與管道可取得，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某甲應承擔之法定刑為何？ 
五年以上有期徒刑，併科一千萬元以下罰金 五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一千萬元以上罰金 
五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一千萬元以下罰金 不處罰 

15 依「警察機關執行轄內立法委員安全警衛作業規定」，有關立法委員安全警衛派遣分工、人員配額及保護

措施檢討，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區域立法委員由原選舉區之警察機關派遣 
僑選立法委員由戶籍地之警察機關派遣 
安全警衛人員執行立法委員人身保護，以一員為原則 
警察機關執行立法委員保護措施，得視保護事由及實際危安狀況，每半年定期檢討 

16 依民防法規定，下列何者可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按次連續處罰？ 
公民營事業機構不編組民防總隊，經通知其限期編組，自通知日起三個月內不編組者 
工廠作業人數已達一百人以上，未編組防護團，經通知其限期編組，自通知日起，三個月內不編組者 
學校人數未達一百人，亦未參與其他單位編組聯合防護團，自通知日起，一個月內不編組者 
民防團隊不辦理組訓、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者，經令其限期辦理，即將屆期者 

17 山地總清查工作每年上、下半年各實施ㄧ次，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由內政部警政署規劃，各縣、市警察局編組執行 由警察局長擔任指揮官，副局長兼任執行官 
警察分局設執行組，分局長兼任執行組長 各清查會哨機動小組至少納編二名以上制服員警 

18 民眾抗爭事件處理分成事前階段、現場階段、事後階段，下列何者為現場階段之程序？①建立聯繫對口

管道 ②成立指揮所 ③加強安全維護 ④主動接見處理 ⑤適時召開檢討會議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⑤ ③④⑤ 

19 保安警察工作係為保護社會安全，且著重事前預防的治安工作，故其任務特性著重於： 
機密保護、安全防護  社會治安調查、為民服務 
警備、警戒、警衛  犯罪偵查、犯罪預防 

20 特種警衛勤務中，警衛對象之寓所及其附近之特定區域內，對地面、空中及水域之警衛，稱為： 
區域警衛 線上警衛 蒞臨場所警衛 道路警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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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關警察役役男之專業訓練地點及時間，依據「內政部替代役警察役役男服勤管理要點」規定，下列敘述

何者錯誤？ 
機動保安警力人員於保安警察第一、四、五總隊訓練八週 
守望相助社區巡守人員於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或其他適當地點訓練四週 
收容處所警衛人員於大陸地區人民處理中心訓練八週 
交通助理人員於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或其他適當地點訓練四週 

22 依據法務部 98 年訂頒「賄選犯行例舉」中，下列何種情形尚不足以構成賄選行為：①提供免費國內進香團

活動 ②選舉造勢製作簡便性之衣帽給助選人員 ③替選民代繳交通違規罰款 ④選舉造勢提供民眾簡易

性便當 ⑤參加婚喪喜宴，贈送與社會禮儀相等之禮金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⑤ ②④⑤ 

23 內政部警政署 99 年春安工作，以「治安平穩、交通順暢、服務熱忱」為工作主軸，下列敘述何者非「服務

熱忱」之實施重點工作？ 
設置機動派出所  保護青少年暨維護學生校外安全 
民眾舉家外出住居安全維護 幫助失蹤人口返家團圓 

24 派出所員警執行臨檢勤務，下列執行過程何者正確？ 
對於有相當理由認其行為已構成危害者，先向分局長報告獲准後，執行臨檢 
於臨檢執行過程中，受檢人不同意受檢，表明異議，即應停止臨檢 
於執行分局擴大臨檢勤務過程中，受檢人同意受檢，檢查結果未發現違法，仍應製作臨檢紀錄表後，始

准受檢人離去 
於臨檢執行過程中，無從確定受檢人身分，應立即以強制力送至派出所檢查 

25 直轄市、縣（市）警察局應負責維護轄內選舉區候選人人身安全，必要時得指派專人隨護警衛。原住民立

法委員候選人之安全由下列何機關負責？ 
內政部警政署 居住所在地之警察局 戶籍所在地之警察局 居住所在地之警察分局 

26 下列何者係針對整頓警察風紀而實施的專案？ 
正心專案 靖紀專案 景泰專案 順風專案 

27 依「家庭暴力防治法」規定，警察人員發現家庭暴力罪之現行犯時，應如何處置？ 
逕行逮捕之 聲請保護令 勸導其和解 通報主管機關 

28 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規定，對汽車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度測試之檢定者之處罰內容，下列何者

錯誤？ 
處新臺幣六萬元罰鍰 當場移置保管該汽車 吊扣該駕駛執照 吊銷該駕駛執照 

29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下列有關「第三人」的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為防止危害或犯罪，認對有觸犯刑事法律之虞者，得遴選第三人公開蒐集其相關資料 
只要志願與警察合作之非警察人，即為所稱之第三人 
警察除得支給第三人者實際需要工作費用外，不給予任何名義及證明文件 
第三人之聯繫運用、訓練考核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 

30 從理論上言，家戶訪查具有下列何種性質？ 
只具有行政指導性質，不具有行政調查性質 只具有行政調查性質，不具有行政指導性質 
 兼具有行政指導與行政調查性質 不具有行政指導與行政調查性質 

31 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負責勤務規劃監督及轄區警察勤務之規劃、指揮、管制、督導、考核，並對重點性

勤務，得逕為執行之機構是： 
縣市政府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局 警察分局 

32 依警察勤務條例第十六條規定，服勤時間分配，以勤四、息八為原則，除了有特殊任務外，深夜勤務以不

超過幾小時為度？ 
二小時 三小時 四小時 五小時 

33 警勤區之劃設，下列何者錯誤？ 
一村里劃設一警勤區為原則 
鄰的戶數過多，得以割鄰劃設二個警勤區 
村里過大者，得將一村里劃設二以上警勤區 
依人口疏密，每個警勤區以不逾二千人口或五百戶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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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警察勤務方式，下列何者為個別勤務？ 
守望 值班 勤區查察 巡邏 

35 戶口查察督導報告，有關警察局複查，下列何者正確？ 
督察長每月應複查分局組長以下督導人員一人以上 
戶口科（課）長每月應複查分局長或警務員以上人員二人以上 
戶口科（課）警務正（員）每月應複查分局巡官、所長或副所長二人以上 
督導人員實施複查，不得以電話查訪方式實施 

36 警勤區基本資料為一圖、二表、三簿冊，所謂三簿冊是指：①警勤區手冊 ②警勤區記事簿 ③家戶訪

查簿 ④工作紀錄簿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37 下列何者未被授權得指定某一路段作為警察實施路檢的地點？ 
保安隊長 派出所所長 分局長 刑事警察大隊長 

38 執行警察勤務使用下列表簿之先後次序為何？①每日勤務分配表 ②勤務基準表 ③工作紀錄簿 ④巡邏

簽章表 ⑤出入登記簿 
①②④③⑤ ①②③④⑤ ②①④⑤③ ②①⑤④③ 

39 警察人員對於酒後駕車當事人實施之強制作為，下列何者為先？ 
製單舉發 表明身分，告知事由 訊問及裁處 實施強制力 

40 依「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規定，勤區查察時數應由何單位核定？ 
分駐（派出）所 分局 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 

41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警察發現查訪對象有違法之虞時，應作何處置？ 
令其每週向警察勤務機構報到一次，促其不再犯 令其每月向警察勤務機構報到一次，促其不再犯 
以勸告或其他適當方法，促其不再犯 以限制其住居所，防止其再犯 

42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下列何者得列入定期實施查訪對象？ 
曾犯刑法第 271條或第 272條之殺人罪，經假釋出獄後滿三年者 
曾犯刑法第 346條之恐嚇取財罪，經假釋出獄後滿三年者 
曾犯貪污治罪條例之罪，經刑執行完畢後三年內者 
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之罪，經刑執行完畢後三年內者 

43 新到任警勤區員警應於幾個月內，就警勤區居民及住戶全面訪查一次（不含訪查未遇者）？ 
一個月 三個月 六個月 十二個月 

44 我國警察勤業務之督導，主要由那三種督導系統實施？①政風督導 ②督察督導 ③業務督導 ④媒體
督導 ⑤主管督導 
①②④ ①③⑤ ②④⑤ ②③⑤ 

45 從理論上言，下列那一種勤務方式最接近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的精神？ 
勤區查察 巡邏 臨檢 守望 

46 依解送人犯辦法規定，除了死刑或特別重要人犯應單獨解送外，ㄧ般解送人犯在二名以下者，派解送員警

幾人？ 
一人 二人 三人 四人 

47 從理論上言，下列何種勤務活動最能體現民主的價值？ 
家戶訪查 擴大臨檢 受理報案 盤查人車 

48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第十九條規定，有關對「人」得為管束情形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瘋狂或酒醉，非管束不能救護其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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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對人民實施查證身分或其他詢問，得依管束之規定，令其供述 

49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家戶訪查應尊重當事人權益 
警勤區員警為指導家戶生活安全，得提供家戶環境檢測評估服務 
家戶訪查，與訪查對象未約定，夜間亦得實施訪查 
實施訪查時，其他必要為民服務事項亦應同時辦理 

50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警察實施管束的時間，最長不得逾幾小時？ 
三小時 六小時 十二小時 二十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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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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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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法治提振善良風氣，以知能提高工作效率 
二、公文：（20分） 

試擬交通部致臺灣鐵路管理局函：為有效區隔臺灣高速鐵路與臺鐵之運輸功

能，並配合各縣市政府旅遊觀光節慶活動，請擬具吸引民眾踴躍搭乘臺鐵之可

行方案，報部核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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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居落成，想要邀請朋友餐敘，請帖的文字：「謹訂於六月五日中午十二時，為

新居落成，敬備□□，恭候台光。」上引文字□□內填入的語詞最適切的選項是： 
菲酌 嘉肴 瓊筵 薄酬 

下列各文句沒有語病的選項是： 
連日豪雨造成山坡地崩坍，所幸當地住戶並未遭到受困 
他初入警界，精神抖擻，一心想扮演好人民保姆的角色 
荷蘭名建築師雷姆庫哈斯，傳將為北市藝術中心掏刀設計 
老先生病發危殆近月後，不幸於昨日逝世，終年六十九歲 

下列文句中，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近年房價居高不下，政府雖然有心處理，但恐怕力有不殆 
傳統行業雖日趨式微，但是若能注入新意，或可創造新生命 
臺南真是名負其實的文化古都，古蹟處處，令人發思古之幽情 
熱舞比賽競爭激烈，參加隊伍莫不使出混身解數，以求評審青睞 

下列各組「」內的字音前後皆相同的選項是：甲、齟「齬」／囹「圄」 乙、清

「癯」／「衢」道 丙、「顢」頇／憤「懣」 丁、「愜」意／箱「篋」 
甲乙丙 乙丙丁 甲乙丁 甲丙丁 

救火者，令吏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

是以聖人不親細民，明主不躬小事。據常識判斷，上文應出自那一家思想？ 
儒家 道家 墨家 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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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吏也；

既不能道，又以不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暴者也。朕未見其便，宜孰計

之。」本文旨在強調： 
公正的法律 守法的人民 正直的官員 開明的首長 

以下是清人的一首七言律詩（詩題中的「羅山」，是諸羅山的簡稱，在今嘉義一

帶）： 
 曉色寒侵露未晞，黃沙漠漠撲征衣。勞人幾度圖興建，大地千年護翠微。丘壑欲

開桃李徑，田疇漸覺稻粱肥。海邦形勝雄東顧，立馬羅山日落暉。（宋永清〈過

羅山，有設縣安營建興學校之舉，書以紀事〉） 
 依據詩意，下列各選項中的敘述何者不恰當？ 
「桃李」比喻縣學栽培的士子賢才 
「寒露」、「黃沙」暗指風土惡劣，不宜人居 
「勞人幾度圖興建」，意謂興學不易，創業維艱 
「立馬羅山日落暉」，表達期許中兼有感慨的心情 

昔人謂得一良令，如得勝兵三千人；愚亦謂得一良令，猶勝賑饑民百萬金也。至

於欲得實心愛民之守令，必得真心為民之監司；而監司之得人，又係於執政者之

知人、用人也。依據上文，為政應以下列何者最為重要？ 
得一良令  監司得人  
執政者實心愛民  執政者知人用人 

  陳宏謀早歲刻善自勵，洽宋五子之學，宗薛瑄、高攀龍，內行修飭。及入仕，

本所學以為設施，蒞政必計久遠，規模宏大，措置審詳。嘗言是非度之於己，毀譽

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數。蒞官必究人心風俗之得失，及民間利病當興革者，分條

鈎考，次第舉行；諸州縣、村莊、河道，繪圖懸於壁，環復審視，興作皆就理；察

吏甚嚴，然所劾必擇其尤不肖者三人，使足怵眾而止。 
依上文回答第題至第題： 
下列敘述不恰當的選項是： 
「本所學以為設施」，「所學」主要指理學 
「得失安之於數」，「數」指的是效益多寡 
「分條鈎考，次第舉行」，相當於明列工作清單，注意進度檢核 
「所劾必擇其尤不肖者三人」，即以定額考績的方式加強人事考評 

堪稱行政首長首要之務的選項是： 
必究民間利病當興革者 
是非度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 
蒞政必計久遠，規模宏大，措置審詳 
諸州縣、村莊、河道，繪圖審視，興作就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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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2301 
頁次：4－1 

1 下列名稱何者非屬憲法第 170條規定立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律？ 
 法 通則 條例 自治條例 

2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時，應有多少大法官的同意方得通過解釋文？ 
 現有總額過半數之出席，出席人數過半數同意，方得通過 
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之出席，出席人數過半數同意，方得通過 
現有總額過半數之出席，出席人數三分之二同意，方得通過 
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之出席，出席人數三分之二同意，方得通過 

3 依憲法本文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下列何者之權限？ 
 法律與命令 法律與判例 法律與條約 法律與習慣 

4 土地價值非因施以勞力資本而增加者，應由國家徵收何種稅？ 
地價稅 土地使用稅 契稅 土地增值稅 

5 依憲法本文規定，總統行使下列何種赦免權，須經行政院會議議決，並經立法院審議通過？ 
大赦 特赦 減刑 復權 

6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領土變更之程序為何？ 
行政院提案並決議  由行政院提案，經立法院決議 
立法院提案並決議  由立法院提案，經公民複決通過 

7 依據憲法第 107條規定，下列何者是專屬於中央立法並執行之事項？ 
公共衛生 警察制度 教育制度 司法制度 

8 我國設立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即係為保障下列何種基本權利？ 
人身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 集會結社自由 言論自由 

9 現行國家賠償訴訟，依國家賠償法第 12條規定，由下列何機關審判？ 
普通法院 行政法院 司法院大法官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10 憲法第 23 條規定：「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者

⋯⋯」，可以以法律限制人民的基本權利。此所謂「必要」，現今在學理及實務上，是依下列那項原則予

以檢驗？ 
法律保留原則 依法行政原則 比例原則 平等原則 

11 行政院不得刪減下列何機關提出之年度概算？ 
考試院 監察院 總統 司法院 

12 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規定，有關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安全維護事項，係由何機關協同有關機關掌
理？ 
內政部警政署 法務部調查局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國家安全局 

13 每屆立法委員任期屆滿時，其尚未議決之議案，下屆立法委員對於下列何者不予繼續審議？ 
法律案 預算案 決算案 人民請願案 

14 某甲從台北市搬到嘉義縣居住，請問甲須於嘉義縣設籍至少滿幾個月，才可以行使對該縣立法委員之選舉

權？ 
 1個月  3個月  4個月  6個月 

15 甲當選總統後，才被發現其在登記為總統候選人時具有外國國籍，則此時應如何處理？ 
選民一定人數的連署得提起選舉無效之訴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撤銷其當選資格 
得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對其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法律對此應如何處理並無具體之規定 

16 有關自然法的概念及理論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只有成文法才是法律  只有成文法及判例才是法律 
自然法就是指習慣法  自然法論者認為有超越成文法的法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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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請問下列何者，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規定不合？ 
原住民族基本法的立法目的：「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利，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立共存共榮之族

群關係」 
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行原住民族自治 
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本多元、平等、尊重之精神，保障原住民族教育之權利 
基於憲法平等原則，政府對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識及智慧創作，不應保護 

18 中央法律廢止的程序為何？ 
應經司法院通過，行政院院長公布 應經行政院通過，司法院院長公布 
應經立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應經主管機關通過，行政院院長公布 

19 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權利之事項須規定在： 
自律規則 自治條例 自治規則 委辦規則 

20 人民團體法規定申請設立人民團體有主張共產主義或分裂國土之情形者，不予許可設立。司法院大法官釋

字第 644號解釋認為，此規定顯已逾越必要程度，請問該解釋意旨與下列何種原則有關？ 
信賴保護原則 不當聯結禁止原則 比例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21 下列那一項原則並非我國憲法所採之基本原則？ 
權力分立 共和國 聯邦國 法治國 

22 由立法制定過程之資料去探求立法者的立法旨意，來解釋法律。這種解釋的方法，稱為何種解釋？ 
文義解釋 歷史解釋 社會學解釋 論理解釋 

23 下列何種契約，原則上債務人不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買賣 互易 租賃 使用借貸 

24 下列有關無權代理之敘述，何者錯誤？ 
無權代理之效力非經本人承認，對本人不生效力 
無權代理之效力為效力未定，經本人承認為有效 
無權代理之效力為效力未定，經本人拒絕承認為無效 
無權代理雖本人未為授權仍應負授權人責任 

25 不能未遂在刑法上的法律效果為： 
得減輕其刑 必減輕其刑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不罰 

26 關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19條無條件解約權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此項規定為強制規定 
消費者行使此權利時，無須說明理由並無庸負擔任何費用 
消費者得以口頭方式為解除契約之表示 
消費者得以退回商品之方式行使解約權 

27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得依普通決議通過下列何種行為？ 
增資發行新股  決定對董事提起訴訟  
解任董事  與他公司合併 

28 下列關於溯及既往之敘述，何者錯誤？ 
禁止溯及既往為法律適用上之原則 禁止溯及既往亦為立法上之原則 
禁止溯及既往為刑法罪刑法定主義內涵之一 禁止溯及既往之目的在於維持法律之安定性 

29 甲開槍射殺乙並離開現場後，因心生悔悟，返回原地欲將乙送醫急救，然而善心路人已早先一步送乙至醫

院急救，乙幸運未死。根據上述情形，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甲成立殺人未遂罪 
本案中，若甲的事後反悔未有積極動作，只是單純冀望乙不會死亡，那麼甲就不能獲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的待遇 
甲雖然有採取防止結果發生的行為，但是乙之未死亡並非甲的防止行為所導致，因此甲無法獲得減輕其

刑的待遇 
甲已盡力為防止行為，應屬中止未遂 

30 勞動基準法第 53條規定自請退休的事項有三，下列何者不屬之？ 
年滿 60歲，於同一事業單位工作年滿 10 年  
年滿 55歲，於同一事業單位工作年滿 15 年 
年滿 50歲，於同一事業單位工作年滿 20 年 
於同一事業單位工作年滿 2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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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 am always       to sign anything that I haven’t read carefully. 

 contingent  propelled  rejected  reluctant 
32 The firewalkers of Fiji, Hawaii, and the Cook Islands walk over blazing hot coals without      . 

 flinching  mercy  vindictiveness  probation 
33 Body language covers the infinite range of movements, including the       ways to smile, to walk, to manipulate 

your eyes, or to move your hands and arms. 
 futile  myriad  garrulous  palatable 

34 Overweight kids and their parents are       nutritionists to help them switch to healthier dining habits. 
 referred to  engaged in  craved for  ascribed to 

35 The airplane, which was       New York, crashed outside Paris. 
 by way of  in terms of  en route to  in lieu of 

36 The project would have failed even with Steven’s help. 
 The project failed because Steven didn’t help.  Steven helped, so the project did not fail. 
 The project will fail without Steven’s help.  The project failed, and Steven did not help. 

37 Men who eat a lot of tomatoes or pizza smothered with the stuff may be giving themselves a hedge against prostate 
cancer. 
 Eating a large amount of tomatoes and pizza with a lot of tomato sauce may help men prevent prostate cancer. 
 Tomatoes or pizza with a lot of tomatoes provide a good source of food for men to recover from prostate cancer. 
 A lot of tomatoes and stuffed pizza are strong enough to stop the development of prostate cancer in most men. 
Men who eat a lot of pizza stuffed with tomatoes may end up fighting successfully against prostate cancer. 

38 Heroes may com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but they all have this in common: they are just ordinary people who react 
in an extraordinary way to help others. 
 Heroes, poor or rich, differ from general people in the way they look and the way they behave. 
 All people with courage and justice are just common people offering help to others voluntarily. 
 Heroes are just human beings who are particularly ordinary in their deeds. 
 Any one who helps people in a phenomenal way is considered a hero. 

39 The problem of climate change has reached a level that threatens the planet. 
 It is argued that change in weather can destroy the globe. 
 It is problematic that change in climate will protect the earth. 
 The degree of change in weather has signaled a menace to the globe. 
 The problem brought forth by climate change will reach a level that no one can solve. 

40 One of the reasons why casting a play is no easy task is that people who show up for tryouts mumble or speak in 
inaudible whispers. 
 The only reason why casting a play is not easy is that people coming for tryouts would mumble or speak in 

inaudible whispers. 
 Casting a play is quite difficult. For one thing, people who come to auditions are often inarticulate. 
 Casting a play is not a hard task because lots of people who show up for tryouts speak loudly. 
Watching a play is hard because the audience that show up mumble or speak in inaudible whispers. 

41 Countries that once thought they could escape fiscal upheavals that plagued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w faltering, 
too. 
 Countries that once thought they could fight off their own economic crisis are now, just like the United States, 

failing to do so. 
 Countries that used to think they would do bett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in financial crisis control are now losing 

control, too. 
 Countries that used to think they would not be like the United States suffering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are now 

in big trouble, too. 
 Countries that once thought they could keep up their own economy are now suffering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42 It is the balancing out of sociological likenesses and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that seems to point the way for the 

most solid lifelong romance. 
The most stable kind of romance that lasts a lifetime seems to happen to couples who share similar social 

background while differing in innate nature. 
Without the balance between social similarity and psychological discrepancy, couples struggle to maintain a 

lifelong romantic relationship. 
 The balance between similar social background and divergen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does not guarantee a 

strong romantic relationship. 
 Couples who share similar social experiences yet differ in physical features seem to love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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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The oil of the landlocked country does not flow easily as it is left isolated from global markets. 
 The markets of the country are isolated and its oil becomes expensive. 
 The country blocks the oil pipelines so that its oil would not flow to other countries. 
 Due to geographic barriers, the country has difficulty transporting and selling its oil. 
 The global trade organization isolates the country and forces it to lower the price of its oil. 

44 Often teachers demand that students perform skills without having observed an expert performance of those skills 
within a relevant task context. 
 Students are frequently required by teachers to execute skills before they see demonstrations by the more 

experienced in real settings. 
 It is reasonable to require students to carry out skills before they can observe expert performance of the skills. 
Many students believe that observing an expert performance of a certain skill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the skill. 
 Students are oftentimes asked by teachers to demonstrate skills in a realistic context. 

45 There is no scarcity of opportunity to make a living at what you love; there’s only a scarcity of resolve to make it 
happen. 
 Determination is prior to opportunity in making a living at what you love. 
 If you get scared, you won’t be able to make a living at what you love. 
 The opportunity for you to make a living at what you love is quite limited. 
 To find an opportunity to make a living at what you love is most urgent. 

The beavers at the Minnesota Zoo seem engaged in an unending task. Each week they fell scores of inch-thick young 
trees for their winter food supply. Each week zoo workers surreptitiously replace the downed trees, anchoring new ones in 
the iron holders so the animals can keep on cutting. Letting the beavers do what comes naturally has paid off: Minnesota 
is one of the few zoos to get them to reproduce in captivity. The chimps at the St. Louis Zoo also work for a living: they 
poke stiff pieces of hay into an anthill to scoop out the baby food and honey that curators hide inside. Instead of idly 
awaiting banana handouts, the chimps get to manipulate tools, just as they do in the wild. Last year, when 13 gorillas 
moved into Zoo Atlanta’s new $4.5 million rain forest, they mated and formed families—a rarity among captives. “Zoos 
have changed from being mere menageries to being celebrations of life,” says John Gwynne of the Bronx Zoo. “As the 
wild places get smaller, the role of zoos gets larger, which means intensifying the naturalness of the experience for both 
visitors and animals.” 
46 What do the beavers do at the Minnesota Zoo? 

 They are engaged in a task to find baby food. 
 They are busy making tools for their winter food. 
 They keep cutting down young trees for their winter food. 
 They do nothing but idly awaiting winter food. 

47 What does “surreptitiously” mean in the passage? 
 Secretly  Carefully  Considerately  Hurriedly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how has the Minnesota Zoo benefited from their new project for the beavers? 
 The Zoo has to hire more people to work for the beavers. 
 The Zoo has more beaver families and baby beavers. 
 The Zoo has to spend more money building houses for the beavers. 
 The Zoo attracts more visitors to see the beavers. 

49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The chimps at the St. Louis Zoo work for a living. 
 The chimps at the St. Louis Zoo try to get baby food themselves. 
 The chimps hide the baby food and honey inside anthills. 
 The chimps know how to make and use tools. 

50 What can we infer from the passage about the concept of new zoo management? 
 New zoos must be large enough to attract more visitors to make a profit. 
 New zoos must have more wild animals to mate with each other. 
 New zoos have to build more cages to keep their wild animals safe. 
 New zoos have to accommodate animals’ natural ways of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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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40－30540
30740 
31040－31240

一、甲熱愛名畫成痴，得知富商 A 近來高價購得一幅張大千之山水畫，為圖將之據為己

有，遂決定於某夜 11 點左右，潛入 A 宅行竊。試問，在下列情形下，甲之刑責如

何？ 
翻牆並進入 A 宅後，正準備開始四處搜查該幅畫作所在之際，突然間，警鈴大作，

甲為恐遭人發覺，不得不放棄行竊計畫，乃中斷其物色行為，悻悻然快速離去。

（10分） 
翻牆並進入 A 宅，經其仔細搜查後，發覺 A 宅內並無任何張大千之山水畫存在，

甲失望而不得不放棄行竊計畫，悻悻然快速離去。（15分） 

二、乙任職於 B 公司為業務員，某日，由客户處收得公司之貨款 20 萬元現金後，因遭

地下錢莊暴力討債，為求脫身，乃挪用該筆貨款以償債。數日後，由於公司催促其

繳回該筆貨款，為掩人耳目，乙竟至轄區派出所謊報遭歹徒持刀搶劫，以致失金，

警方受理乙之報案後，全力開始偵辦，但毫無進展。試問乙之上述行為如何論罪？

（25分） 

三、甲被檢察官乙以殺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提起公訴，甲選任丙律師為其辯護人，於審

判期日進行言詞辯論時，被告甲選任之辯護律師丙僅陳述：「辯護意旨如辯護書所

載」，惟該辯護人丙實際上並未提出任何辯護書狀。於辯論終結後不久，法院對甲

為有罪判決。請詳附理由論述法院所為之判決是否違法？（25分） 

四、甲被檢察官乙以竊盜罪提起公訴。於準備程序，甲對警詢錄音、錄影及其筆錄之正

確性有所爭議，受命法官丙即裁定另行勘驗，惟進行勘驗時，卻未通知被告甲及其

選任之辯護人丁到場。請詳附理由論述受命法官所為勘驗之程序有無違法？（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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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於警察組織法與作用法分立原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不得以作用法規定機關之組織  
不得以組織法作為干預權行使之依據 
警察法第 9條第 1款規定警察有依法發布警察命令之職權，具有行為法之功能 
警察法第 2條關於警察任務規定，僅具有組織法之劃定職權與管轄事務之性質，欠缺作用法之功能 

2 依據警察法及其相關法令之規定，下列何者屬行政規則之性質？ 
 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致人傷亡財產損失醫療費慰撫金補償金喪葬費支給標準 

3 依據「地方警察機關員額設置參考基準」，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基於人口因素考量，直轄市警察局以人口每三百五十人設置員額一人 
直轄市警察局犯罪率未滿萬分之四十者，增置員額二百人；犯罪率在萬分之四十以上者，每增加萬分之
一，再增置員額二人 

基於車輛因素考量，直轄市警察局每滿一萬輛者，增置員額十人 
基於面積因素，直轄市警察局達二百平方公里以上者，增置員額八十人 

4 有關警察人員對人事行政處分不服之權利救濟，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救濟 
警察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行政處分，認為違法致損害其權利者，得依法提起復審 
警察人員對於長官所為之違法工作指派，依法應逕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申訴 
警察人員對服務機關所為之管理措施，認為不當者，得向服務機關提起申訴 

5 下列何者是警察「官制」？ 
指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人員之官等、俸給、職務等階等事項 
指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機關之組織編制等事項 
指警察人事制度之規範 
指警察基層採警員制 

6 依警察法第 18條授權規定之「各級警察機關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武器彈藥統籌調配辦法」，按照各直轄
市、縣（市）警察局、航空警察局及其所屬各分局配賦之槍枝種類為何？ 
步槍 狙擊槍 衝鋒槍 手槍 

7 有關警察服制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制服分為禮服、常服及便服三種 
警察制服及應配戴之標識，由各級警察機關統籌製發 
警察機關管理之駐衛警察，其服式、標識由各管理之警察機關定之 
警察服裝換季時間，由內政部警政署依各地氣候季節情形規定之 

8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8 號解釋，行政執行處依行政執行法派員執行拘提時，該執行員係屬下列何種
意義之警察？ 
實定法意義之警察 實質意義之警察 狹義之警察 形式意義之警察 

9 下列關於怠金、代履行費用及罰鍰之敘述，何者錯誤？ 
怠金、代履行為行政執行之間接強制方法；罰鍰為行政秩序罰之一 
怠金、代履行費用與罰鍰均屬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 
怠金旨在促使義務人履行義務；罰鍰為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課責 
怠金之法定金額均比罰鍰之法定金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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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行政執行法行使即時強制之時機，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非管束意圖自殺之人不能救護其生命時，得予管束 
非管束暴行或鬥毆之人不能預防其傷害時，得予管束 
非扣留軍器、凶器及其他危險物不能預防危害時，得予扣留 
對住宅、建築物或其他處所之進入，以有妨害風俗或公安行為，非進入不能制止者為限 

11 有關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行，下列有關拘提、管收之敘述，何者錯誤？ 
拘提、管收之聲請，應向行政執行處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之 
義務人不服法院關於拘提、管收之裁定者，得於十日內提起抗告；其程序準用刑事訴訟法有關抗告程序
之規定 

抗告原則上不停止拘提或管收之執行；義務人所負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不因管收而免除 
拘提、管收，除行政執行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行法、管收條例及刑事訴訟法有關訊問、拘提、羈
押之規定 

12 有關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行，行政執行處得依職權或利害關係人之申請，為對義務人達到禁奢目
的，得依法核發禁止義務人搭乘特定交通工具之命令，下列何者非禁止處分之基本要件？ 
義務人須為自然人  義務人滯欠合計達一定金額，額度由法務部定之 
已發現義務人之財產不足清償其所負之義務 義務人之生活仍過得如一般人通常程度者 

13 下列何者並非「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類及規格表」中之「其他器械」種類？ 
警銬 木質警棍 瓦斯警棍 噴射裝甲車 

14 警察依法執行取締、盤查勤務時，對人民合法使用警械之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必要時得命其高舉雙手，並檢查是否持有凶器，如遭抗拒而有受到突擊之虞時，得依法使用警械 
應命其停止舉動，並檢查是否持有凶器，如遭抗拒而有受到突擊之虞時，得依法使用警械 
必要時命其高舉雙手或停止舉動，並檢查是否持有凶器，因恐受突擊，得依法使用警銬 
應命其高舉雙手或停止舉動，並檢查是否持有凶器，有受到突擊之虞時，得依法使用警械 

15 依「駐衛警察使用警械管理辦法」，駐衛警察執行職務使用警械之規範，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駐衛警察使用警械，準用警械使用條例之相關規定 
駐衛警察執行職務時，以使用警棍為原則 
駐衛警察如需其他警械，應由設置單位向直轄市、縣（市）警政機關申請配發 
地方警察局（分局）於治安狀況特殊或情況急迫時，應對駐衛警察逕行配發警械 

16 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理辦法」之規定，得申請許可定製、售賣或持有之警械，不包括下列何者？ 
電氣警棍（棒） 瓦斯噴霧器 警銬 防暴網 

17 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理辦法」之規定，下列何者不具有辦理警械許可之權限？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 專業警察機關 直轄市政府警察局 

18 經許可遊行之負責人，對遊行路線於使用後遺有廢棄物或污染者，應負責清理。違反者之法律效果為何？ 
處以罰金 處以怠金 處以罰鍰 處以拘留 

19 某甲違反集會遊行法規定，經主管警察機關處分罰鍰確定；經書面通知限期履行，某甲仍抗不繳納，該警
察機關應如何處理？ 
移送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所屬該管轄之行政執行處，就某甲之財產強制執行 
移送所轄地方法院簡易庭強制執行 
向所轄地方法院簡易庭申請易處拘留罰並執行之 
允許某甲分期繳納罰鍰 

20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5號解釋，下列有關集會遊行之敘述，何者錯誤？ 
憲法第 14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此與憲法第 11條規定，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 
憲法第 14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 
對偶發性集會、遊行，不及於 2日前申請者不予許可，與憲法保障人民集會自由之意旨無違 
集會遊行法第 29條對於不遵從解散及制止命令之首謀者科以刑責，為立法自由形成範圍 

21 遊行應由負責人填具申請書，下列何者非申請書應載明事項？ 
遊行負責人或其代理人、糾察員姓名、性別、職業 
預定參加人數及其穿著 
遊行使用之車輛、物品之名稱、數量 
遊行之目的、方式及起訖時間 

22 依據集會遊行法規定，下列何者非遊行負責人之法定權利或義務？ 
遊行之負責人，因故不能親自在場主持或維持秩序時，得由代理人代理之 
負責人於遊行時，得指定糾察員協助維持秩序 
遊行負責人應親自在場主持，不得離開處所，以維持秩序 
遊行時，糾察員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原則上負責人應與行為人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23 下列何者不屬於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2條第 2項所定「警察職權」之規範類型？ 
蒐集資料 查證身分 進入住宅 間接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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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警察依警察職權行使法，實施臨檢之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得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交通工具攔停臨檢 
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臨檢，應於營業時間為之，並不得任意妨礙其營業 
依法攔停汽車應強制駕駛人離車，並檢查交通工具 
地區警察分局長或相當職務以上之長官，依法於必要時得指定公共場所、路段及管制站實施臨檢 

25 警察依警察職權行使法查證人民身分之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查證人民身分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 
未隨身攜帶身分證，致無法查證人民身分時，得將該人民強制帶往警察勤務機構查證 
依法帶往警察勤務處所查證人民身分之時間，自攔停時起算不得逾三小時 
依法帶往警察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並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律師 

26 有關警察機關依法對公共活動現場參與者資料蒐集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資料蒐集無法避免涉及第三人者，得及於第三人 
於該活動期間，得以攝影、錄音或以其他科技工具蒐集現場活動資料 
原則上，活動結束後應立即銷毀所蒐集之資料 
除為調查犯罪之必要，至遲應於資料製作完成時起 5 年內銷毀之 

27 警察為維持治安之必要，依法得於公共場所監視錄影蒐集資料之相關規範，下列何者錯誤？ 
監視錄影蒐集資料之對象是不特定之人 
該場所須經常發生或經合理判斷可能發生犯罪案件 
警察應自行裝設監視器，或以現有之攝影或其他科技工具蒐集資料 
除因調查犯罪嫌疑或其他違法行為，有保存必要外，至遲應於資料製作完成時起 1 年內銷毀之 

28 警察依警察職權行使法執行管束之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管束得於危險或危害結束時中止，且管束時間最長不得超過 24小時 
警察對人民實施查證身分或其他詢問時，不得以管束規定令其供述 
執行管束時應即時以適當方法通知或交由家屬或其他關係人，或適當之機關（構）或人員加以保護 
執行管束時，得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29 依據「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料辦法」，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料辦法為法規命令 
警察遴選第三人時，應以書面陳報該管警察局長或警察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料之期間不得逾二年。認有繼續蒐集必要時，得於期間屆滿前報准延長之。但延
長期間不得逾一年，以一次為限 

警察遴選第三人及第三人蒐集之資料，應列為極機密文件，專案建檔 
30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5條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性質，屬於純粹的任意調查，相對人並不負有一般性的忍受義務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旨在防制受查訪人再犯，故具有行政指導之性質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措施須符合比例原則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受查訪人明確拒絕查訪時，警察得依直接強制方法為之 

31 一般行政機關對其業務職掌範圍內之危害，無法或不能即時制止或排除時，警察機關始得介入行使職權或
採取必要之措施，此學理上之原則稱為： 
警察責任原則 警察補充性原則 警察消極目的原則 警察公共性原則 

32 有關警察依法使用警銬之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使用警銬之時機，應依比例原則裁量判斷 
警察執行管束措施時應使用警銬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20條明文規範警銬之使用時機及要件 
警察違法使用警銬，人民得依法請求國家賠償 

33 下列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處分與裁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處分書均由警察機關製作；裁定書均由地方法院簡易庭製作 
不服處分得依法提起抗告，不服裁定得依法提起上訴 
處分與裁定之結果確定後，均由警察機關執行之 
處以罰鍰之案件均由警察機關處分；罰鍰易以拘留則由法院裁定之 

34 下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行為，何者之法定罰則最輕？ 
污損他人之店舖招牌者  污濕他人之衣著而情節重大者 
任意採折他人花卉者  虐待動物，不聽勸阻者 

35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警察當場查獲違序行為之物證，警察機關應如何處理？ 
交由被害人妥為保管，並當場製作紀錄 送法院保存，並當場製作紀錄 
依法扣留，並當場製作紀錄 帶案處理，妥為保管，並當場製作紀錄 

36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下列何種案件警察機關得不經通知、訊問逕行處分？ 
證據不足之違序案件  情節輕微而事實明確之違序案件 
行為人自首之違序案件  違序嫌疑人經合法通知而不到場者之違序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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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案件，違序行為人在下列何種情形下，依法得減輕或免除處罰？ 
滿 70歲 情節可憫恕者 死亡 逃逸 

38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下列何種情形，警察人員得強制違序行為人到場接受調查？ 
違序嫌疑人不服通知到場者  
違序嫌疑人經書面通知，無正當理由不到場者 
現行違序人不服逕行通知到場，且其姓名、住居所不明，並有逃亡之虞者 
現行違序人違序情節重大者 

39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下列何種違序行為，如情節重大，處或併處停止營業或勒令歇業？ 
交通運輸從業人員，於約定報酬後，強索增加 
當舖業、修配業發現來歷不明物品，不迅即報告警察機關 
強賣、強買物品者 
製造、販賣通用紙幣、硬幣之仿製品 

40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列何者為地方法院簡易庭管轄之案件？ 
損毀路燈、交通號誌、道旁樹木或其他公共設施者 
以猥褻之言語、舉動或其他方法調戲異性者 
發現槍械、彈藥或其他爆裂物，而不報告警察機關者 
故意向該管公務員謊報災害者 

41 下列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處罰有二種以上之加重或減輕者，遞加或遞減之 
本法所稱查禁物，係指刑法第 38條第 1項第 1款所定違禁物以外，依法令禁止製造、運輸、販賣、陳列或
持有之物 

本法所稱深夜，係指凌晨零時至六時而言 
本法所稱再次違反，係指行為人前次行為與本次行為均違反本法同一條款之規定而言 

42 下列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留置與拘留之敘述，何者錯誤？ 
留置旨在繼續調查；拘留為處罰種類之一 
「留置室設置管理辦法」與「拘留所設置管理辦法」均為內政部訂定之法規命令 
留置得以折抵拘留；而拘留不得易以罰鍰 
留置與拘留均為人身自由之限制或剝奪，故應受憲法第 8條之拘束 

43 某甲未經許可，無故於深夜在台北車站，持有武士刀一把，經警當場查獲，供認不諱。則某甲應依下列何
種規定處罰？ 
刑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警械使用條例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 

44 依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及「處理公告查禁之模擬槍案件及沒入作業要點」，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模擬槍之輸入，應先取得內政部警政署之同意文件 
改造模擬槍可供發射子彈，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下罰金 
沒入公告查禁之模擬槍，由警察機關處理之 
警察機關對沒入公告查禁之模擬槍得留作公用 

45 觸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之犯罪行為，於偵查或審判中拒絕供述或供述不實者，法定加重處罰之程
度為何？ 
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應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46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下列何者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 
非法寄藏衝鋒槍  非法持有衝鋒槍 
非法出借衝鋒槍  意圖販賣而非法陳列衝鋒槍 

47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下列何者並非公務員包庇該犯行而應依法加重處罰之情形？ 
非法持有手槍 非法持有獵槍 非法持有魚槍 非法持有子彈 

48 人民依法持有刀械之相關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刀械之許可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印製 
人民依法申請持有刀械，應檢附相關文件，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攜帶經許可持有之刀械外出時，應隨身攜帶許可證 
許可持有之刀械遺失時，持有人應向戶籍地之警察局報繳許可證 

49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下列何者為犯罪行為？ 
非法寄藏公告查禁之模擬槍 改造模擬槍發射未具殺傷力之子彈 
原住民為營生，非法自製獵槍打獵 非法出借魚槍 

50 下列有關槍砲彈藥刀械管制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檢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案件給獎辦法」為法規命令 
依「檢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案件給獎辦法」，因檢舉而破獲制式手槍，並追出來源者，每枝新
臺幣五萬元 

依「槍砲彈藥及刀械收購價格標準」，收購手槍每枝新臺幣一萬元 
「槍砲彈藥及刀械收購價格標準」之性質為裁量基準之行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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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謂少年警察，下列何者正確？ 

在台灣是行政警察的一支 我國少年警察屬於地方警察組織 

處理少年虞犯之法警  只負責處理中輟少年虞犯行為 

2 美國現代化警察的改革從下列那個城市開始？ 

洛杉磯 紐約 芝加哥 休斯頓 

3 下列何者非警察辦理獎懲之基本原則？ 

從重獎勵、從輕議處 獎當其功 懲當其過 即獎即懲，重視時效 

4 現代警察行政組織，以下列何種體制為主？ 

首長制 委員制 混合制 權變制 

5 陳立中先生認為，警察人員欲達成警察任務、執行警察行政及業務，必須透過以下何種活動，始得克盡

全功？ 

警察行政管理 警察常年訓練 警察勤務執行 警察人事任免 

6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5號解釋是因下列何者而起？ 

警察勤務條例 警察職權行使法 警察人員人事條例 警察法 

7 根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定，刑案偵查應以下列何者為基礎？ 

情報 目擊者 現場 證物 

8 警察機關上級的意思要明白地傳達於下級，使之明瞭的溝通方式，稱為： 

上行溝通 平行溝通 下行溝通 非正式溝通 

9 日本殖民台灣半世紀（1894-1945）係透過下列何者達到統治目的？ 

一般行政 全面軍管 先警政再軍政 先軍政再為警政 

10 理性決策模式的程序為：①方案選擇 ②提出方案 ③確定問題 ④分析方案 

②①④③ ②③④① ③②④① ④①③② 

11 警察人員對於下列何種處分或處置，不得提起行政訴訟？ 

免職 俸給審定 核給退休金 調整同序列之職務 

12 有關日本警察官之分類，下列何者正確？ 

地方警察機關警視正（分局長）以上之所有警察人員，屬於國家公務員 

全國警察人員均屬國家公務員，由國家預算支付 

警察廳暨附屬機關之警察人員，屬於地方公務員 

國家公務員和地方公務員通用一套人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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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列何者之訂定，不屬於內政部之權限？ 

警察人員晉升官等訓練辦法 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理辦法 

暫支領警佐待遇人員管理辦法 警察人員互助共濟事項之辦法 

14 從公共行政的理論而言，基層警察人員的行政行為最具有下列那一種特色？ 

不需與民眾互動 擁有行政裁量權 行政資源豐富 工作負荷不重 

15 警察對治安顧慮人口實施定期查訪，此行為之法律性質為何？ 

司法行為 事實行為 行政處分 直接強制 

16 法國曾採用治安法院院長、軍事司令官與警察局長三合一的警察制度，乃源自下列何者？ 

十一世紀的盎格魯薩克遜 十八世紀的普魯士 

中國唐朝  羅馬帝國時期的高盧 

17 警察業務的內容常是警察任務的具體化政策，下列何者為我國警察隨時、地之變遷需要而研訂的工作？ 

為民服務 組訓動員 順風專案 戶口查察 

18 根據梅可望先生之論述，下列何者錯誤？ 

科學發達促成現代警察誕生 萬能政府促使現代警察的成長和發展 

萬能政府即為警察國家  民主思想是促進警察發達的重要因素 

19 根據梅可望先生的論點，下列何者錯誤？ 

警察學是一種綜合性的科學 警察行政是警察學之「體」 

警察學是社會科學的化合體 警察學是一切警察學術的基本科學 

20 下列何種性質的政府組織再造，其內容與警察人員的價值觀與自覺、領導人的身體力行和長期的教育訓練

最有關係？ 

結構再造 流程再造 業務再造 文化再造 

21 下列何者為行政機關自我審查以糾正不法的救濟方式？ 

訴願 行政訴訟 國家賠償 聲明異議 

22 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 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力之一般規定，稱之為： 

行政規則 法規命令 自治規章 管理規則 

23 民眾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之規定，對主管機關之處分不服，此時應提出： 

聲明異議 再審之訴 訴願 行政訴訟 

24 我國警察組織採用何種形式在民眾中深入生根？ 

增加巡邏密度 建立義警制度 建立替代役制度 在民眾中布線 

25 日本在中央設有警察大學校，各都道府縣均設有警察學校，其警察教育制度係採幾級制？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26 下列何者最不屬於警政品質管理的內涵？ 

參與式的管理 以顧客為導向 建立團隊精神 量化的目標管理 

27 「機關開會的時間長短，與會議的重要性成反比例」的說法，是指下列何種警察組織病象？ 

彼得原理 白京生定律 寡頭制鐵律 墨菲定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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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警察機關為達成警察任務的具體工作項目，稱之為： 

警察處分 警察業務 警察實務 警察職務 

29 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例規定，對升任警監四階任官資格之取得，增加下列那一項資格條件？ 

年資 考績 訓練 學歷 

30 下列何者不是警察意義內涵的重要項目？ 

任務 本質 客體 手段 

31 各國對抗犯罪之策略不同，若採行之抗制犯罪手段是以强力掃蕩，提高逮捕率及起訴率，此模式稱之為： 

犯罪壓制模式 犯罪起訴模式 犯罪遙控模式 犯罪預防模式 

32 根據我國警察勤務條例的規定，警察共同勤務項目，共有幾項？ 

七項 六項 五項 四項 

33 下列何者不屬於警察教育條例所稱警察教育種類之一？ 

養成教育 常年教育 進修教育 深造教育 

34 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三聯制的範圍？ 

執行 考核 研發 計畫 

35 下列何者不屬於警察教育的主要功能？ 

培養警察人員的核心價值 建立警察人事陞遷管道 

提升警察工作品質  發展警察人員的志業觀 

36 所謂警察職權（Police Authority），係指： 

限定在犯罪預防領域 

依據組織法規定分配由形式的警察機關行使的權力 

憲法第 8條第 1項所稱「警察機關」掌理之職權 

專指司法警察職權 

37 警察和軍隊相提並論，最主要的理由是二者具有下列何種相近的性質？ 

單一性的指揮 全面性的分布 深入性的生根 永業化的保障 

38 針對警政未來發展方向的論述，下列何者錯誤？ 

控制犯罪、降低犯罪被害恐懼感、提昇民眾生活品質，是安全治理的目標 

建構以犯罪分析為導向的警政模式，是安全治理的基本要件 

以案件導向而非問題導向處理治安問題 

重視科學研究，強調以證據為基礎的警察政策 

39 依據威爾遜（James Q. Wilson, 1968）對於警察工作型態的研究，下列何種類型的警察，其主要功能為秩序

維護者角色？ 

看守人型態（Watchman） 執法者型態（Legalistic） 

服務者型態（Service）  打擊犯罪者型態（Crime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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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有關警察政策執行，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政策制定完成，不代表問題已被解決 

任何良法美意，若缺乏執行層面的配合，便無法有效實踐 

政策執行不能忽視環境脈絡 

泰勒（Taylor, Frederick W.）的最佳作業流程便是重視外在環境的結果 

41 警察人員陞職，依何標準，提列職缺名額？ 

提列職缺倍數人選  一職缺提列三名，二職缺以上提職缺倍數人選 

一職缺提列四名，二職缺以上提職缺倍數人選 依主官指示，由人事室視狀況提列 

42 有關台灣警察機關中普遍設有「駐區警察（員）」之敘述中，何者錯誤？ 

是一種「虛級」 

代表上級行使指揮、監督、考核及領導等權 

是調節組織「節制範疇」與「層級簡單」間衝突之方法 

是依上級授權代表上級行使職權 

43 警察常年訓練辦法由下列何者機關訂定發布？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 行政院 立法院 

44 控制犯罪，是警察的重要工作。多數研究證明，犯罪的空間分布並非是隨機平均分布的，即少數地點可能

集中大量的犯罪事件，這些地點在學理上被稱為： 

危險地 打擊點 掃蕩點 犯罪熱點 

45 下列何者並非一般警察情報之來源？ 

在犯罪集團之內部布建  向與罪犯有密切接觸之人蒐集情報 

向一般居民蒐集社會情報 任意監聽 

46 關於處理警察業務之基本原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專案工作重於例行業務  事先預防優於事後處理 

運用警力與民力並重  主動重於被動 

47 下列何者並非保障警察人員身體和生活之主要措施？ 

優厚之撫卹 退休養老金之發給 警察人員之特別福利 終身官制 

48 社區警政在警察人力的部署上，主要係採行下列何種方式？ 

分權化  集中管理 

以擔服共同勤務為主  強調報案反應時間之重要性 

49 下列何者不是警察勤務的基本原則？ 

永不間斷，任何地區都有警察勤務活動 內、外勤並重 

巡邏重於守望  控制預備警力 

50 立法院制定的法律，效力優於行政機關頒布的行政命令。此一原則稱之為： 

法律保留原則 法律優越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平等互惠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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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察人員執行專案勤務、路檢及重點巡邏任務時，得： 
 行使交通優先權 啟用警示燈 任意啟用警鳴器 得啟用警示燈及警鳴器 

2 有關勤前教育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凡實施單位實有人數在七人以上者，應逐日實施 
專案勤前教育，係於執行專案或臨時特定勤務前實施 
施教內容應扼要註記於工作紀錄簿內 
聯合勤前教育以每兩週舉行一次為原則 

3 台北縣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鶯歌分駐所於春安演習期間，所增設的守望崗係屬下列何者？ 
 事故性的守望崗 據點式的守望崗 特定處所的守望崗 埋伏式的守望崗 

4 張三現任職於台南縣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渠所執行之勤務是： 
專業勤務 專辦勤務 專案勤務 專屬勤務 

5 有研究警政學者認為，由於科技之進步，電訊之發展，「守望」勤務之重要性已日趨式微，試問下列那些

單位的前途與定位有相同的處境？①刑事警察局 ②台灣保安警察總隊 ③航空警察局 ④保安警察第二

總隊 
①② ②③ ②④ ③④ 

6 五一勞動節全國產業工會為其權益，在凱達格蘭大道舉行遊行，台北市中正一分局員警在遊行隊伍中發現

通緝犯李四，警察為避免造成群眾混亂，釀成重大暴動，僅加以監控而暫緩逮捕正在集會遊行中之李四，

係考量比例原則中之： 
最小侵害原則 適當性原則 狹義比例原則 目的性原則 

7 社區警政是警察結合社區資源，共同維護治安的策略，除重視與社區居民共同解決社區治安問題外，還特

別強調下列何種精神的發揮？ 
嚴正執法，樹立警察威信 親民愛民，民胞物與 
建立夥伴關係，激發並提升社區意識 科學辦案，勿枉勿縱 

8 下列何者並非守望勤務明定的工作項目？ 
整理交通秩序 警衛 管制 傳達命令 

9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警察勤務條例規定警察機關執行勤務之編組及分工，並對執行勤務

得採取之方式加以列舉，故其性質為： 
單純作用法之性質  行為法兼有作用法之性質 
組織法兼有作用法之性質 組織法兼有行為法之性質 

10 指導、服務、強制是警察執勤（法）手段的三要素，因為對執勤（法）對象而言： 
指導才能懷德、服務才能樹信、強制才能立威 指導才能立威、服務才能樹信、強制才能懷德 
指導才能樹信、服務才能懷德、強制才能立威 指導才能樹信、服務才能立威、強制才能懷德 

11 依據國家安全局特種勤務實施辦法之規定，特種勤務指揮中心為執行特種勤務，得因特種勤務需要臨時組

成任務編組外，已成立之任務編組包含： 
侍衛任務編組、警察任務編組、武裝任務編組、便衣任務編組 
警衛任務編組、警察任務編組、武裝任務編組、便衣任務編組 
侍衛任務編組、警察任務編組、憲兵任務編組、便衣任務編組 
警衛任務編組、警察任務編組、武裝任務編組、憲兵任務編組 

12 學者研究發現，社區之頹敗、破爛，較會引發犯罪的動機，而一個經過整修維護的社區，則較不會遭致犯

罪者的覬覦，是下列何理論之見解？ 
社區防禦理論 社會控制理論 破窗理論 日常活動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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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警勤區員警若以座談會方式實施家戶訪查，應將訪查的時間與地點： 
於訪查日五日前，以電話通知受訪查對象 於訪查日五日前，以書面通知受訪查對象 
於訪查日七日前，以電話通知受訪查對象 於訪查日七日前，以書面通知受訪查對象 

14 實施家戶訪查遇有民眾拒絕時，應委婉說明，家戶訪查係警方例行性普遍訪查工作，並善加勸導，如仍拒

絕時，將詳情註記於何處，以供參考？①戶卡片 ②口卡片 ③戶卡片副頁 ④記事卡 ⑤腹案日誌表 
①② ①④ ③⑤ ④⑤ 

15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專責輔導執行要點規定，警勤區警員經等級審查會評列為丙級後專

責輔導，於下次審查會未見改善仍評列丙級者，如何議處？ 
申誡一次範圍內，依權責辦理懲處 申誡二次範圍內，依權責辦理懲處 
記過一次範圍內，依權責辦理懲處 記過二次範圍內，依權責辦理懲處 

16 轄區發生特殊重大刑案或犯罪率增加時，要增加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次數，戶籍地警察分局偵查隊及分駐

（派出）所，應報經何單位核定？ 
地檢署 警察分局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警察局保安科 

17 警勤區之劃設，應考量整體情況，劃設時應參酌警力分配、社區居民意見及人口疏密、配合自治區等要素

辦理。由下列何單位定期檢討調整？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局 警察分局 分駐（派出）所 

18 警察機關受理或撤銷失蹤人口報案電腦資料，保存期限下列何者正確？ 
三年 五年 十年 永久保存 

19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第 46條之規定，家戶訪查前，檢測訪查對象周遭環境，評估認不宜（如

發現可疑犯罪跡象）或無法實施訪查（如家戶有人居住而未予回應）時，應： 
報告所長立即以帶督勤方式訪查 立即依刑法及刑事訴訟法辦理 
暫緩實施訪查，改以間接訪查方式 以臨檢方式實施查察 

20 為民服務意見表經居民反應後，無具體建議事項時，應併同日誌表陳所長核閱後，置於何處供警民聯繫時

使用？ 
工作紀錄簿 家戶訪查簿 警勤區手冊 裝訂成冊存派出所 

21 保存年限為二年之家戶訪查資料，下列何者錯誤？ 
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 家戶訪查督導報告 戶口查察記事卡副頁 全戶遷出除戶之戶卡片 

22 警勤區員警對轄內之何種家戶，認為難以實施個別查察時，得於查察二日前陳請所長同意，聯合所屬數警

勤區警力，以聯合訪查方式實施？ 
特種營業戶  環境複雜且暫住人口眾多之集合式住宅 
共同生活戶  共同事業戶 

23 內政部警政署轄區出獄人口通報與訪查實施計畫，律定應加強實施訪查之出獄人口，並不包括下列那一類？ 
毒品 強暴 竊盜 搶奪 

24 警勤區員警執行勤區訪查，發現轄內居民戶口狀況與戶籍登記事項不符時，應填具何種資料通報戶政事務

所處理？ 
家戶訪查通報單 戶籍變更通知書 家戶訪查記事移轉單 戶籍登記催告書 

25 轄區內屢次發生犯罪遭他轄查獲、事故頻繁或轄內發生重大犯罪或逃犯藏匿之虞時，應酌予增加： 
重點訪查勤務 聯合訪查勤務 專案訪查勤務 目標訪查勤務 

26 家戶訪查，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不得逾越訪查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訪查目的具

有正當合理之關聯。前述之規定符合行政法學之誠信原則及下列那一項原則？ 
比例原則 不當聯結禁止原則 平等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27 警察人員在執行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時，下列何者並非查訪之項目？ 
查訪對象之交往及生活情形 
查訪對象參與之社團 
查訪對象之工作 
有助於維護社會治安及防制查訪對象再犯之必要資料 

28 桃園縣警察局大溪分局轄區發生重大刑案時，勤務指揮中心立即循全國治安管制系統陳報警察局勤務指揮

中心並報告分局長、副分局長及通報有關單位處理。此處所稱之「重大刑案」，下列何者不包括在內？ 
轄區發生涉外案件  轄區發生搶奪案件 
轄區發生失竊物總值四十萬元之竊盜案件 轄區發生在超商物品中下毒恐嚇勒索財物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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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之規定，警勤區員警於實施家戶訪查所作成之資料，僅供警察機關內部，

作為： 
落實警勤區經營、拓展警民關係使用 監控素行人口，淨化社區治安使用 
犯罪預防、為民服務或維護社會治安使用 更新戶籍資料，確實掌控居民動態使用 

30 派出所警員擔任值班勤務時，依內政部警政署頒發值班勤務手冊規定，下列何者並非執勤台基本簿冊？ 
勤務分配表  受理刑事案件報案三聯單 
員警工作紀錄簿  公務電話紀錄簿 

31 巡邏勤務中所謂第二層巡邏網，係指下列何者？ 
內政部警政署駐區督察之機動督察 
台北縣政府警察局保安大隊隊員擔任之點、線巡邏 
新店警察分局偵查隊或警備隊實施之點、線、面巡邏 
秀山派出所實施之面式巡邏 

32 依據警察人員駕車安全考核實施要點、警察人員獎懲標準表等規定，處理交通事故員警無正當理由未對肇

事之警察人員，施以酒精濃度檢測或強制送檢者，如何處分？ 
申誡一次 申誡二次 記過一次 記過二次 

33 基於犯罪案發生之不可預期性，警察勤務之規劃，貴在因時因地因事而制宜，即強調勤務規劃必須把握： 
迅速果斷原則 分權授權原則 彈性效能原則 穩定功利原則 

34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98 年 03月 18日訂頒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作業規範之規定，有關各級勤務指揮中
心執勤人員分工，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每日填寫執勤工作紀錄簿及各項文書報表係屬執勤官工作 
轄內各單位預備警力之掌控係屬勤務管制作業員工作 
熟悉所屬各分局所轄範圍、重要路口及重要機關、場所相關位置係屬 110受理員工作 
掌握當日線上組合警力勤務狀況屬通訊員工作 

35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2條規定，關於警察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其相關資料之職權行使，下列何者錯誤？ 
所稱第三人，係指非警察人員而經警察遴選，志願與警察合作之人 
必要時，得及於與蒐集對象接觸及隨行之人 
第三人之遴選、聯繫運用等辦法，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 
得支給實際需要工作費用，亦不給予任何名義及證明文件 

36 依據警察勤務條例第 16條、21條之規定，勤務分配表經所長排定，分局核定後，遇有特殊任務時： 
得變更勤務編配  仍不得變更勤務編配 
不得變更勤務編配，否則服勤人員可以拒絕 勤務分配表，每日固定後，無更改空間 

37 巡邏箱之設置，係我國警察勤務之一大特色，其地點設置之標準，下列何者錯誤？ 
與其它分駐（派出）所交界地區之小巷道或建築物 
必須特別保護的地方 
地形開闊，可察看四周，且未設守望崗之處 
懸掛位置，應在明顯處所 

38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強化警勤區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實施計畫之規定，有關具體作法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受毒品戒治人」其中符合應受尿液採驗人（甲、乙二類）標準者，應依「強化應受尿液採驗人查訪及

採驗實施計畫」，每月查察一次以上或辦理尿液採驗工作 
刑事責任區偵查佐每三月應主動聯繫警勤區佐警，核對治安顧慮人口資料、交換情資，並填治安顧慮人

口情資交換會簽表，存放於分局偵察隊，以備查考 
督導方式除資料審查外，並應實地查訪及考詢 
各警察分局每三月至少一次應利用聯合勤教或其他場合，針對轄內列管治安顧慮人口實施公開考詢或容

貌辨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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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函頒之警察勤務區勤務規範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勤區查察勤務應由分駐（派出）所所長親自逐日調配；勤務基準表之規劃，每名警勤區警員每三日應有

二小時以上之勤區查察勤務 
二人以上共同執行警勤區聯合查察時，應由官階較高者帶班；如同階級時，應由分駐（派出）所所長指

定適當人員帶班 
勤區查察時，不得調用替代役或協勤人員協助執行 
勤務執行機構每週至少應於舉行勤前教育時，抽詢一次以上勤區查察實施情形，並提示工作重點 

40 學者觀察警察巡邏箱的設置，固然有其效用，但是很多員警在執行巡邏勤務時，把簽完巡邏箱當作勤務執

行的目的，而忽略簽註巡邏箱只是巡邏的手段而非巡邏的目的，因而造成： 
目標移置作用 邊際效率遞減效應 自然衰耗效應 便宜行事效應 

4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的警察勤務，應以：①集中制為主，散在制為輔 ②散在制為主，集中制為輔 ③攻勢
為主，守勢為輔 ④守勢為主，攻勢為輔 
②③ ②④ ①③ ①④ 

42 制服員警於犯罪熱點小區域密集徒步巡邏或實施重點守望，以提升犯罪之嚇止效果，即為符合下列何項措

施之需求？ 
降低犯罪率 犯罪零成長 提高見警率 犯罪零容忍 

43 有關各級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之編組、運作與開設，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勤務執勤方式，以十二小時更替制或八小時更替制為原則 
各級勤務指揮中心都配置有 110受理員 
勤務指揮中心開設之聯合指揮所區分為一至三級 
執勤人員應遴派專責人員擔任 

44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5號解釋，員警對人實施臨檢，須以下列何種證據條件為發動臨檢之要件？ 
事證明確 證人舉發 合理懷疑 相當理由 

45 有關勤務督導，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勤務督察區分為警政署、警察局、警察分局等三級 
各級單位正、副主官不得為勤務督導人員 
勤務督導分為駐區督導、機動督導及聯合督導等三類 
特殊地區，應加強勤務督導 

46 內政部警政署函頒勤務規劃（編配）策進作為，對於勤休時間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每日勤務以十二小時為原則 
服勤人員每週輪休全日二次，非必要時不得停止 
服勤人員每日應有一次連續八小時以上休息時間為原則 
勤務編配應考量用膳時間及方式，妥適規劃銜接，不留勤務空隙 

47 有關警察任務、業務、勤務三者之間的邏輯關係，下列敘述何者已成為我國警察的共識？ 
警察為完成其存在之目的（任務），衍生出具體的工作項目（勤務），而勤務之推行又必須透過各項活

動（業務）來實施 
警察為完成其存在之目的（業務），衍生出具體的工作項目（勤務），而勤務之推行又必須透過各項活

動（任務）來實施 
警察為完成其存在之目的（勤務），衍生出具體的工作項目（業務），而業務之推行又必須透過各項活

動（任務）來實施 
警察為完成其存在之目的（任務），衍生出具體的工作項目（業務），而業務之推行又必須透過各項活

動（勤務）來實施 
48 員警處理交通事故態度不佳、蒐證不全、繪圖草率、執法不公或敷衍了事，係違反下列何項警察紀律之

規定？ 
貫徹報告紀律 辦理業務紀律 執行勤務紀律 接受報案紀律 

49 下列何種案件並非受理報案 e化平台一般刑案作業規定所稱之一般刑案？ 
汽、機車失竊案件 住宅失竊案件 強盜案件 詐欺案件 

50 聖露西亞總理蒞華訪問一週，請問訪問期間特種勤務代號名稱為何？ 
中興演習 崇實演習 玉山演習 敦鄰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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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辦事細則，下列何者不是警政署保安組的職掌？ 
 配合動員支援軍事作戰之督導事項 擴大臨檢之規劃督導事項 
特殊地區警備治安之規劃督導事項 社區治安及社區警政事項 

2 下列何種身分之人不得申請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人？ 
 中央警察大學學生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生 
軍事學校學生  警察人員 

3 依據民國 98 年 12月 25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69號解釋，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下列何種槍枝之

處罰，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一年屆滿時，失其效力？ 
鋼筆槍 瓦斯槍 空氣槍 麻醉槍 

4 有關拒絕檢查，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拒絕主管機關檢查爆炸物製造之工作場所安全設施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令

其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連續處罰 
拒絕警察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查模擬槍成品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行檢查 
經許可之槍砲持有人拒絕檢查者，撤銷或廢止其許可，其持有之槍砲由中央主管機關給價收購 
自衛槍枝持有人無故拒絕檢查者，其持有之自衛槍枝由中央主管機關給價收購 

5 依據「中央政府機關首長及特定人士安全警衛派遣作業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五院院長警衛應於卸任後三個月內一次撤離 
五院副院長警衛應於卸任後三個月內一次撤離 
部會首長警衛應於卸任後三個月內一次撤離 
向內政部申請派遣安全維護之特定人士，其派遣期限原則為 1 年 

6 依據「警察機關執行轄內立法委員安全警衛作業規定」，警察機關執行「立法委員行使職權保護辦法」所

定之保護措施，得視保護事由及實際危安狀況，應多久定期檢討 1次？保護事由消滅後，應即停止派遣。 
 1個月 1次  3個月 1次  6個月 1次  1 年 1次 

7 有關民防團隊常年訓練，下列何者正確？ 
民防總隊所屬各任務大隊之常年訓練每年實施 1次，每次以 8小時為原則 
民防總隊所屬各任務大隊之常年訓練，編組成員需全員參加 
民防團、民防分團之常年訓練每半年實施 1次，每次以 4小時為原則 
特種防護團之常年訓練，編組成員需全員參加 

8 依據「取締或舉發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獎勵辦法」，下列何者不是其規定獎勵對象？ 
野生動物保育協會主動宣導「舉發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有關事項」者 
司法警察機關所屬得偵查犯罪之人員協助主管機關取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有關事項者 
團體協助取締、舉發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有關事項者 
民眾主動參與取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有關事項者 

9 有關槍砲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動物保育機關申請轉讓麻醉槍時，應於許可之翌日起 7日內辦理異動登記 
經許可購置槍砲者，應於購置持有之翌日起 7日內申請查驗給照 
現役軍人自衛槍枝持有人退伍時，應向警察機關換領民照，其需在接到通知單後 7日內為之 
原住民相互間販賣自製魚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應於許可之翌日起 7日內辦理異動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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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射擊運動槍枝損壞攜離槍枝庫房修理後送回原保管處所時，應通知下列何者派員清點數量？ 
槍枝彈藥所在地之警察局 槍枝彈藥所在地之警察分局 
槍枝彈藥所在地之警察分駐（派出）所 所屬射擊運動團體所在地之警察分局 

11 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應編成「春安工作」指揮所，其中指揮官宜由下列何者兼任？ 
縣（市）政府民政局局長 隸屬之各鄉、鎮、市（區）長輪流 
縣（市）政府警察局局長 縣（市）政府縣（市）長 

12 依據內政部發布之槍砲彈藥及刀械收購價格，每枝衝鋒槍收購價格為新臺幣： 
五萬元 四萬元 三萬元 一萬元 

13 民眾凡因環保或經濟問題，遽採圍廠、阻路、擋門等手段，聚眾表達抗議時，警察機關之立場，下列敍述

何者錯誤？ 
不經由合法途徑訴求解決，使訴求對方正常運作癱瘓者，依個案情節，得視同準暴力行為 
對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或影響公共安全者時，應主動採取強制制止或驅離作為 
民營企業受類似威脅者，屬民事糾紛，警察不介入 
民營企業受類似威脅者，當事人申請處理，警察機關得積極協助疏解 

14 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管制範圍，以何者公告為準？ 
財政部會同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國防部會同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國防部會同內政部  內政部會同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5 宗教慶典出巡活動，適逢選舉期間，有候選人及助選人員三、五成群持選舉布條，欲跟隨遊行；此時，業

務承辦人員在現場陪同指揮官，承辦人員應如何建議指揮官？ 
應立即使用喊話器，擴音器，或大聲制止出巡活動進行 
應命令候選人及助選團解散，若不聽從則舉命令解散牌並蒐證 
以優勢警力制止候選人及助選團前進並蒐證 
溝通活動領隊及候選人，取消有關選舉行為並蒐證 

16 公職選舉競選廣告物之懸掛或豎立，不得妨礙公共安全或交通秩序，應於投票日後多久，自行清除？ 
七日內 二週內 一個月內 二個月內 

17 人民行使請願權時，下列敍述何者正確？ 
請願依請願法之行為，需申請許可，即可自行為之 
請願之受理機關，並無禁制區之限制 
請願活動應備妥請願書，並推派十人以上代表 
人民除依法對應提起訴訟之事項，不得請願外；受理請願機關不得拒絕其請願 

18 春安工作協勤民力之運用，下列敍述何者正確？ 
由各分駐派出所彈性編排調配 由分局統一編排 
應以攻勢勤務為主  民力協勤按時發給鐘點費 

19 萬安演習各警察分局於重要制高點對空監視哨，應派執勤人員。下列敍述何者錯誤？ 
應携行防彈頭盔、防彈衣 應携行指揮棒、交通錐 
應携行望遠鏡、長槍、指南針 應携行無線電、警笛 

20 下列何者為現行內政部公告查禁之刀械？ 
彈簧刀 蝴蝶刀 藍波刀 鋼筆刀 

21 下列何者係現任副總統之警衛安全勤務代號？ 
「金華勤務」 「大安勤務」 「長安勤務」 「玉山勤務」 

22 海上聚眾活動應由下列何者處理？ 
警察機關獨力處理  巡防機關獨力處理 
巡防機關及警察機關共同處理 海軍與巡防機關共同處理 

23 依據「民眾抗爭事件處理程序及聯繫作業要點」，處理民眾抗爭事件之權責機關在中央為下列何者？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 內政部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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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室外集會遊行之負責人，對於縣（市）政府警察局核定不予許可之申復案件，應如何救濟？ 

向各該縣（市）政府提起申訴 向各該縣（市）政府提起再申復 
向各該縣（市）政府提起訴願 向內政部警政署提起訴願 

25 縣、市長選舉時，選舉人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下列何者為其處罰？ 
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處 1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3萬元以下罰金 
處 1 年以上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3萬元以下罰金 

26 汽車駕駛人將駕駛執照借供他人駕車，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規定，應吊扣其駕駛執照多久？ 
 3個月  6個月  1 年  2 年 

27 下列何者為內政部警政署道路交通事故資訊 E化系統所具備之功能？ 
製作道路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編排交通事故處理勤務表 
填製並列印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 錄製事故現場概況之影片 

28 進行交叉路口事故之測繪工作時，必須在現場選定良好的基準點，供作現場會勘確認事故現場位置之用，

下列何者最適宜？ 
人孔蓋 停車格 房屋門牌 交通號誌桿 

29 下列何者不屬於「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3條定義之道路範圍？ 
騎樓 防火巷 加油站之道路 開放之校園道路 

30 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受處罰人可申請分期繳納，最多可分幾期繳納？ 
 6期  12期  18期  24期 

31 交通事故調查偵訊的對象，包括那些肇事「當事人」？ 
肇事人  肇事人、被害人 
肇事人、被害人及見證人 肇事人、被害人、見證人及法定代理人 

32 廢棄車輛之認定基準與查報處理辦法，由交通部會同以下那些機關共同定之？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法務部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法務部、直轄市政府 

33 決定某一道路最高速限的依據為何？ 
第 85百分位數速率 設計速率 現點速率 運行速率 

34 道路交通事故肇事原因無法立即查明，需經研判分析或鑑定始確認有無違規行為，其應到案之日期距舉發

日為多久？ 
 15天  30天  45天  60天 

35 某甲遇交通警察稽查時，抗拒稽查致員警受傷害，處理員警應將某甲之舉發通知單移送何處之處罰機關？ 
車籍地 駕籍地 戶籍地 行為地 

36 某安親班幼童專用車載送 7歲以上國小學童，依現行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應如何處罰？ 
沒有處罰規定 
處汽車駕駛人新臺幣六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並責令改正或禁止通行 
處汽車駕駛人新臺幣二千四百元以上四千八百元以下罰鍰，並責令改正或禁止通行 
處汽車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九千元以下罰鍰，並責令改正或禁止通行 

37 某甲駕駛營業自小客車，於民國 99 年 6月 27日 13時 10分，行經臺北車站北側時，因未緊靠道路右側臨

時停車載客，為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執勤員警發現並掣單當場舉發，請問員警在填製舉發違反道路

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時，其應到案日期應填寫為： 
 99 年 7月 7日  99 年 7月 12日  99 年 7月 17日  99 年 7月 27日 

38 交通警察舉發下列何種交通違規行為時，除禁止車輛行駛外，並應當場移置保管該違規車輛？ 
使用註銷之牌照行駛  使用變造之牌照行駛 
已領有號牌而未懸掛行駛 號牌遺失不報請公路主管機關補發而行駛 
 



 代號：5401
頁次：4－4

39 當國道 3號高速公路於 3.1公里處發生嚴重山崩意外時，警察機關得就那些事項發布命令，藉以維護道路交

通安全？①禁止車輛於該路段臨時停車 ②禁止車輛穿越該路段 ③限制施工單位之施工時間 ④限制民

眾駐足行走該路段。下列何者正確？ 
①②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②③④ 

40 大型客車行駛於高速公路時，下列那些交通行為，警察可予以掣單舉發？①行車速度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 

②行車時速在 100公里時，與前車間保持 50公尺之行車安全距離 ③車內有站立乘客 ④輪胎任一點胎紋

深度為 1.6公分。下列何者正確？ 
①③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41 下列那些駕駛規範係為汽車駕駛人在道路上行駛應遵守之規定？①汽車在同一車道行駛時，除擬超越前車

外，後車與前車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離 ②汽車行駛時，應注意車前狀況及兩車併行之間隔，並

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③汽車交會時，其會車相互之間隔不得少於 1 公尺 ④遇殘障用特製車時，應

予禮讓。下列何者正確？ 
①②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②③④ 

42 依「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規定，路面邊線係用以指示路肩或路面外側邊緣之界線，其線型

為： 
白實線且線寬為 10公分  白實線且線寬為 10至 15公分 
白實線且線寬為 15公分  白虛線且線寬為 10公分 

43 在道路上設置「多事故路段，請減速慢行」之告示牌，提醒駕駛人並準備採取防範措施，達到維護行車安

全之目的，下列何者為告示牌顏色之正確配置方式？ 
黃底黑字黑邊 藍底白字白邊 紅底白字白邊 綠底白字白邊 

44 道路交通事故傷亡人員之跡證完整性是事故原因分析仰賴的關鍵資訊之一，下列那些事項是處理人員進行

現場勘察應注意之重點？①移動屍體前應先定位圈繪 ②檢查其穿著衣物受損情形與有無轉移痕跡 ③了

解其受傷部位與接觸碰撞物體之相對位置 ④記錄其身高與體重 
①②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②③④ 

45 小明騎乘機車與小客車碰撞而受傷並送醫救治，警察據報前往醫院並從生化檢驗報告單得知，其血液中酒

精濃度值為 172.3 mg/dL，此數值相當於血液中之酒精濃度為： 
百分之 1.723 百分之 0.1723 百分之 0.0172 百分之 0.0017 

46 駕駛車輛在道路上發生交通事故時，肇事人應先進行之處置為何？ 
照相存證  儘速聯絡親人 
直接將車輛移置不妨礙交通之處所 選擇適當位置豎立故障標誌 

47 下列何者為交通事故處理人員在事故現場可以提供事故當事人留存之資料？ 
事故現場照片  道路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聯單 
事故現場草圖  事故現場比例圖 

48 交通警察舉發下列那一項交通違規行為時，應當場暫代保管駕駛人之駕駛執照？ 
持聯結車駕駛執照駕駛重型機器腳踏車 汽車駕駛人酒精濃度超過規定標準駕車 
在道路上蛇行駕車  持逾期之駕駛執照駕車 

49 下列何項工作為縣市警察局交通警察隊交通安全組所負責辦理之業務？ 
交通秩序之整理  計程車駕駛人之講習 
違規停車之拖吊  交通事故案件之統計分析 

50 下列那一交通違規行為之處罰機關為警察機關？ 
行人於高速公路上行走  電動休閒車於道路上行駛 
自行車於人行道上行駛  計程車於交通頻繁處所違規攬客妨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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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心情不好，吸食強力膠後精神恍惚，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行為，主管機關應如何處理？ 
應不予處罰 得減輕處罰 得加重處罰 仍應予處罰 

2 依我國現行警察教育體制，警員任職達一定年限合乎條件者，得報考中央警察大學二年制技術系，稱之為

何種教育？ 
養成教育 進修教育 深造教育 常年教育 

3 依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下列何者非警察臨檢實施之手段？ 
 臨場檢查 路檢 解送人犯 執行取締 

4 依現行法律之規定，警察人員違反行政上之作為或不作為義務，需負的責任不包括下列何者？ 
政治責任 行政責任 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 

5 依現行法令之規定，關於警察人員之考核與懲處，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同一行為除追究其刑事責任外，不得再施以懲罰性質之行政處分 
同一行為經法院不起訴或無罪之宣告者，不得再施以懲罰性質之行政處分 
員警違法犯紀，顯因考核監督不周所致者，其主官（管）及查察人員應負責任 
員警違紀之行為，屬於品德方面者減輕，屬於工作方面者加重處罰 

6 警察人員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者，依現行法律之規定，其結果當然為何？ 
免職 停職 休職 撤職 

7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5號解釋，警察實施臨檢，影響人民下列何種基本權利？ 
遷徙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財產權 生存權 

8 警察官職採分立制，下列何者非屬於警察之官等？ 
警監 警正 警員 警佐 

9 關於行政執行法之法律性質，下列何者錯誤？ 
為公法 為成文法 為任意法 為實體兼程序法 

10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下列關於救濟之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行使職權時，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當場不得表示異議，僅得事後提出申復 
義務人或利害關係人因警察行使職權有違法或不當情事，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 
警察依法或違法行使職權，致損害人民權益者，被害人均得依法請求損失補償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五年內向警察機關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十年者，不得為之 

11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下列關於扣留物之敘述，何者正確？ 
扣留期間只要逾六個月，即得予變賣 
持有扣留物所費過鉅時，得予變賣 
扣留物有腐壞之虞者，立即銷毀之 
因扣留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不明時，經變賣後，其價金直接繳交各該級政府之公庫 



 代號：6401
頁次：4－2

12 下列何者不屬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第 4條所定之刀械？ 

鴛鴦刀 鋼鞭 手指虎 開山刀 

13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槍砲者，依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第 7條得處之刑罰種類，下列何者正確？ 

無期徒刑或五年以上有期徒刑 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五年以上有期徒刑 

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刑 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14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之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下列何種槍械得處死刑？ 

瓦斯槍 魚槍 獵槍 手槍 

15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之規定，關於足以改造成具有殺傷力之模擬槍，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由內政部及經濟部會同公告查禁 

一律不准輸入及外銷 

製造、販賣、運輸或轉讓經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者，處以罰鍰 

製造、販賣、運輸或轉讓經公告查禁之模擬槍情節重大者，得勒令歇業 

16 下列何者得為應經許可之室外集會遊行的負責人？ 

受保護管束處分之裁判確定而執行未畢者 受禁戒處分之裁判確定而尚未執行者 

未滿十八歲者  獲假釋者 

17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5號解釋，下列何者申請室外集會遊行不予許可之情事與憲法保障集會自由不符？ 

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利益之虞者 

同一時間、處所、路線已有他人申請並經許可者 

未經依法設立或經撤銷、廢止許可或命令解散之團體，以該團體名義申請者 

申請不合第九條有關責令申請人提出申請書填具之各事項者 

18 申請室外集會遊行，主管機關未在規定期限通知負責人者，依集會遊行法之規定，其效果為何？ 

視為許可 視為駁回 效力未定 逕自提出申復 

19 依集會遊行法之規定，不服主管機關之決定而提出申復後，原通知之效力為何？ 

視為無效 視為中止 效力未定 不影響原通知之效力 

20 依集會遊行法之規定，下列何種室外集會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全國大專運動會 國慶日之民俗活動 候選人之競選活動 宗教團體之祈福活動 

21 依現行相關法律之規定，下列何者不是警察處理集會遊行之法定行為？ 

到場疏通交通 到場維持秩序 現場活動資料之蒐集 提供場地之保證 

22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列何種案件警察機關應移送該管簡易庭裁定？ 

單獨宣告沒入者 選處停止營業之案件 專處罰鍰之案件 專處申誡之案件 

23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列關於裁處之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機關合法通知嫌疑人而無正當理由不到場者，應即移送該管簡易庭裁定 

裁定書或處分書作成時，受裁定人或受處分人在場者，應宣示或宣告之，並當場交付裁定書或處分書 

未經當場宣示或宣告或不經訊問而逕行裁處之案件，其裁定書或處分書應由警察機關於五日內送達之 

不服處分者，得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五日內，以書狀敘明理由，經原處分之警察機關，向該管簡易庭

聲明異議 

24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經依法處罰執行完畢，於下列何期間內再犯者，得加重處罰？ 

三個月內 六個月內 一年內 二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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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列何種情況係警察人員使用警槍最正確之時機？ 
慶典期間參觀遊行的群眾，互相推擠，不聽勸導 
執行拘提時，犯罪嫌疑人意圖奪門逃跑 
執行路檢時，受檢人抗拒，開車衝撞警車 
持有凶器且有滋事之虞，經告誡後，已拋棄者 

26 警察依法留置、管束人民，於必要時，得對其使用警銬之情形，下列何者不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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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配合酒測者 

27 依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法律性質為何？ 
依法令之行為 業務上正當行為 正當防衛 緊急避難 

28 依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下列何者非警械之種類？ 
警犬 警銬 煙幕彈 高壓噴水噴瓦斯車 

29 一行為違反數個社會秩序維護法上不同條款規定者，應如何裁處？ 
從一重裁處  從重裁處  
分別裁處  合併計算後，以平均額裁處 

30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者，關於其處罰之執行，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處罰之執行由警察機關為之 
嫌疑人被留置後，經執行拘留者，留置時數無法折抵拘留之期間 
嫌疑人被留置後，經執行罰鍰者，留置時數無法折抵罰鍰金額 
拘留之時數自零時起算，並以二十四小時為一日 

31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違反本法之行為人，自首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禁止或勸阻，以口頭為之為原則、書面為之為例外 
過失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過失不得罰以拘留，並得減輕之 

32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列關於嫌疑人覓保之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機關對於是否覓保有裁量權限 是否覓保與嫌疑人之身分或有無住居所無關 
覓保準用刑事訴訟法具保之規定 警察機關對於不能覓保者，無留置之權限 

33 下列何種行為係社會秩序維護法的處罰項目？ 
將補習班招生廣告夾附於停車場車輛雨刷上 於酒吧內酒後喧鬧，經友人勸告後隨即離去 
因交通阻塞，心煩氣躁遂自己操縱交通號誌 為生日助興，在自宅內以撲克牌消磨時間 

34 行政執行，無關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者，由下列何機關為之？ 
地方法院強制執行處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所屬行政執行處 
原處分機關或該管行政機關 高等行政法院 

35 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執行之範圍？ 
全民健康保險費 公法上行為 公法上不行為 民事法院之確定判決 

36 機車騎士甲於十字路口等紅燈時，因過度疲勞而睡著，在轉換成綠燈時連人帶車倒臥於路上，隨後發動之

公車被見狀的警員乙攔下而緊急煞車，該公車前輪距離甲之頭部僅 10公分。乙之行為屬於何種措施？ 
間接強制 直接強制 即時強制 行政處分 

37 依行政執行法之規定，政府機關執行違章建築之拆除，屬於何種措施？ 
間接強制 直接強制 即時強制 行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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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行政執行程序中，執行機關應依職權或因義務人、利害關係人之申請終止執行之情形，下列何者不屬之？ 
義務之履行經證明有重大困難者 義務已全部履行或執行完畢者 
行政處分或裁定，經撤銷或變更確定者 義務之履行經證明為不可能者 

39 警察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有事實足認集會遊行或其他公共活動參與者之行為，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

之虞時，於該活動期間蒐集參與者現場活動資料，若無涉及犯罪或違法，事後應該如何處理？ 
保留 7天 保留 14天 保留 1 年 應該立即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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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下列何種原則？ 
平等原則 明確性原則 不當聯結禁止原則 比例原則 

41 警察行使職權時，依當時情形，認為目的無法達成時，依警察職權行使法應如何處理？ 
應依法繼續執行   
應請求支援 
應依職權或因義務人、利害關係人之申請終止執行 
應依職權移轉其他機關執行 

42 警察為防止犯罪，或處理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而有必要時，得依據下列何者之指定，對於行經指

定公共場所、路段及管制站之人民進行身分查證？ 
帶隊警官 小隊長 警察機關主管長官 自行視情形決定 

43 警察依法查證人民身分，採取必要方法仍無法確認其身分時，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其時間不得

逾三小時，下列何者為其時間起算點？ 
至勤務處所時起算  自上警務車時起算  
自受查證身分者簽名時起算 自攔停時起算 

44 警察對於經常發生或經合理判斷可能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維護治安之必要時，

得協調相關機關（構）裝設監視器攝影蒐集之資料。除因調查犯罪嫌疑或其他違法行為，有保存之必要者

外，至遲應自資料製作完成時起，於下列何時間內銷毀之？ 
三個月 六個月 一年內 三年內 

45 警察職權之性質以何為主？ 
干預行政 給付行政 受益行政 計畫行政 

46 警察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有事實足認特定人民有觸犯刑法之虞者，得經由警察局長書面同意後，於一
定期間內，對其無隱私或秘密合理期待之行為或生活情形，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行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

料蒐集活動，其最輕本刑應為幾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年 三年 四年 五年 

47 警察依法行使職權，人民因而遭受特別犧牲，致其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損失時，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得

為下列何請求？ 
民事賠償 國家賠償 國家補償 冤獄賠償 

48 警察對於依法扣留之物，除依法應沒收、沒入、毀棄或應變價發還者外，原則上最長不得逾下列何期間？ 
三日 七日 二十日 三十日 

49 下列何者係警察職權行使法所稱之「治安顧慮人口」？ 
曾犯偽造貨幣之罪者 曾犯轉讓毒品之罪者 曾犯加重竊盜之罪者 曾犯搶奪之罪者 

50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行為，應予以處罰者，下列何者正確？ 
以處罰故意為原則  不問出於故意或過失，皆應予以處罰 
以處罰故意為原則，處罰過失為例外 過失行為不予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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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四等考試、員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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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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常說：「三百六十行，行行出狀元。」只要全心全力做好自己所從事

的工作，就能成為最出色的人嗎？請以「如何成為最出色的人」為題，作

文一篇，文長不拘。 

二、公文：（20分） 

試擬行政院致內政部函：近來接連發生台鐵車廂內女學生遭受性侵、歹徒

光天化日當街槍殺事件。治安日益惡化，希即研擬具體有效之改善措施，

以維社會安寧，確保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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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商家以古人的特長或愛好來命名，請問下列商家沒有找對最佳代言人的選項
是： 
「御膳房」料理店：易牙 「雲想衣」照相館：趙飛燕 
「東籬下」花藝行：陶淵明 「逍遙遊」旅行社：莊子 

語文中常見以人體的動作為喻的詞彙，取意各有不同。例如：「屈膝」，是指雙
腳下跪，比喻屈服、投降。下列以人體動作為譬喻詞的解釋，何者錯誤？ 
「反掌」：指翻轉手掌，比喻非常容易 
「旋踵」：指跌傷腳跟，比喻遭遇失敗 
「切齒」：指咬緊牙齒，比喻十分痛恨 
「轉瞬」：指轉動眼珠，比喻時間極短 

下列各文句□內應填入的字依序是： 
 甲、往事如浮光□影般，迅速閃過她的腦海。 
 乙、世運閉幕晚會的煙火，紛紛在夜空中綻放，令人眼花□亂。 
 丙、世界三大男高音齊聚表演，有幸能□逢其盛，足以回味再三。 
略／撩／躬 略／瞭／恭 掠／撩／躬 掠／瞭／恭 

甲、因為事態嚴重，我不得不加以懲處。乙、母親無時無刻惦記著你的安危。丙、
你怎麼可以對親戚們不理不睬呢？丁、無事不登三寶殿，現下正有一事相求。 
 以上句子因為漏掉重要文字而使表意完全相反的選項是： 
甲 乙 丙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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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求曰：「非不說子之道，力不足也。」子曰：「力不足者，中道而廢，今女畫。」
（《論語．雍也》）此則對話中，孔子強調自我修養應自強不息，若畫地自限半
途而廢，必然前功盡棄。下列引文，與《論語》這段文字意旨較相近的選項是： 
人有不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路；為間不用，則茅塞之矣 
聖人之行不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不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完全不愛了的那人坐在對面看我 
 像空的寶特瓶回收不易消滅困難」          （夏宇〈秋天的哀愁〉） 
 下列有關此詩的解讀最不適當的選項是： 
對詩人來說，完全不愛的人就像喝完甜蜜果汁後所剩下來的寶特瓶，幸好仍有
回收再利用的價值 

原本應該是「愛人」的稱呼，如今卻只寫成「那人」，暗示了情感的冷卻與心
理的距離 

「回收不易」暗示的是：過去曾經付出的情感，即使如今已不愛，也是無法收回的了 
以「秋天的哀愁」為題，乃有意以一個俗套詩題，讓讀者在閱讀前先入為主地
以為會像傳統般地歌詠愛情 

 
整個田隴裡由東到西，再由南到北，都充滿著匆忙的人影，明朗快活的笑聲，

山歌，小孩的尖叫、鳥鳴、和水的無人能解的私語。土腥、草香、汗臭、及爛在田
裡的菁豆和死了的生物的，那揉在一起的氣味在空氣中飄散著。太陽昇得更高了。
一切都集中於一個快樂而和諧的旋律裡，並朝著一個嚴肅的目的而滾動著，進行著。
哪個蒔田班子裡有人唱著恆春小調：思啊；想伊⋯⋯。   （鍾理和〈做田〉） 
依上文回答至題： 
文中「嚴肅的目的」意謂： 
看酬神的戲班子表演 將恆春小調完美唱出 
異鄉遊子想儘早還家 盡自己本分認真耕作 

本文描寫田家的景象，與下列那一句詩最接近？ 
稼穡既自種，牛羊還自牧 農日無閒人，傾家事南畝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童孺縱行歌，斑白歡遊詣 
 
靜下心來想一想，無用的東西，常常高貴於有用的東西。鷹犬是可以作為爪牙之

用的，比起舞風唳月的鶴來說，有用多了，但就是少那分帶點仙氣的逸態。鵝鴨是肉
蛋都可以食用的，比起忘機得趣的鷗來說，有用多了，但就是少那分引人遠思的翎羽。
所以在中國人的心目中，鶴高貴於鷹，鷗高貴於鵝，出塵的東西勝過紅塵裡的東西，
無用的禽鳥勝過有用的家禽。同樣的，大家欣賞梅花，很少去欣賞梅子，梅子是水果，
還可做梅乾梅醬，而花除了純美的欣賞外，一無長處，但就在無用之中，卻喚起無窮
聯想：戰勝冰雪，開創春天，美得出奇。同樣的，大家欣賞種蘭花，很少人欣賞種苧
麻，苧麻有收割獲利的實效，有紡織結網功用，而種蘭除了純美的欣賞外，一無長處，
近年來養蘭也變成的營利捷徑，搶奪蘭花時竟動刀動槍，這是凡俗的貪婪心在作怪，
蘭花並不曾因價格高昂而成為有用。梅蘭花乃至牡丹薔薇，都是遠離人間的實用性而
顯得雍容高貴，只能成為藝術界中的英雄或美人。   （黃永武〈無用與有用〉） 
依上文回答至題： 
本文認為無用的東西常常高貴於有用的東西，是因為： 
附庸風雅 賞心悅目 出類拔萃 人云亦云 

本文所表現的理趣，下列何者正確？ 
以反常合道為奇 以無中生有為奇 以故弄玄虛為奇 以誇大其詞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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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憲法第 111條規定，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分配，遇有爭議時，如何解決？ 

由立法院解決之  由行政院解決之  

由行政院報請總統解決之 由司法院解決之 

2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295 號解釋，財政部會計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對會計師所為懲戒處分之覆審決議，被懲

戒人如不服，可提起行政訴訟，旨在維護被懲戒人何項憲法保障之權利？ 

 應考試權 財產權 訴訟權 名譽權 

3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2 號解釋，宣告學校對學生所為退學或類此之處分行為，受處分之學生得提起訴願

及行政訴訟，主要係保障學生之何種人權？ 

受教育權及訴訟權 言論自由權 生存權 參政權 

4 審計長如何產生？ 

行政院院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 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 

監察院院長任命  監察委員互選之 

5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之規定，全國不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之立法委員，以下列那一種方式選舉之？ 

依各直轄市、縣市人口比例分配之 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 

依國民男女比例分配之  依各直轄市、縣市議會投票選舉之 

6 有關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與大法官是否適用法官終身職之待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司法院除院長與副院長以外，其他大法官不適用法官終身職之待遇 

司法院除院長、副院長與秘書長以外，其他大法官不適用法官終身職之待遇 

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以外，其他大法官不適用法官終身職之待遇 

司法院全體大法官均適用法官終身職之待遇 

7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立法院對行政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不信任案提出 72小時後，應於 48小時內以無記名投票表決之 

須經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的連署，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始能通過 

不信任案通過後，行政院院長應辭職並得逕行解散立法院 

不信任案如未獲通過，2 年內不得對行政院院長提不信任案 

8 下列行政院之官員中，所謂「不管部部長」的稱呼，指的是下列何者？ 

行政院秘書長 行政院副院長 行政院政務委員 行政院主計長 

9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14號解釋，主管機關以職權命令，規定電動玩具業不得容許未滿 18歲之兒童及少

年進入其營業場所，係影響人民何項受憲法保障之權利？ 

言論自由 營業自由 人身自由 訴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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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華民國女子無服兵役之義務，係出自下列何者之規定？ 

憲法本文 憲法增修條文 兵役法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11 選舉訴訟由下列何者審理？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智慧財產法院  

憲法法庭  依其性質，由行政法院或普通法院審理 

12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列關於教育、科學、文化經費之敘述，何者正確？ 

國民教育之經費應優先編列 須達預算總額至少百分之二十 

應保留特別預算編列  立法院對相關預算不能刪減 

13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明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下列何者兼籌並顧？ 

國防 社會救助 環境與生態保護 社會保險 

14 憲法第 152條規定，人民具有工作能力者，國家應給予下列何者？ 

適當之工作機會 適當之職業訓練 適當之工作 適當之創業機會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政府對某一道路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均辦理徵收，但對於既成道路之土地，則以公用

地役關係為由，以命令規定繼續使用，無庸同時徵收補償之作法，主要係違反下列那一原則，而與憲法之

規範不符？ 

比例原則 平等原則 明確性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16 下列何者必須以法律定之？ 

日常生活用品之定價  公私立小學之學費  

服兵役之役期  火車票價之折扣 

17 中國清末法令變遷的過程中，主要參考對象為何者？ 

歐陸法系的成文法  英美法系的判例法  

中國過去的傳統法律  西亞各國法律 

18 關於法律生效日期的一般規定見諸下列何者？ 

行政院組織法 立法院組織法 中央法規標準法 憲法 

19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條之規定，各機關受理人民聲請許可案件而適用法規時，如於處理程序終結前，

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更者，應適用下列何一原則以決定法規之適用？ 

從新從輕原則 從新從優原則 從舊從輕原則 從舊從優原則 

20 對於某一個法律問題，法律依其內在目的及規範計畫，應規定而未規定。此在法學方法論上稱之為何？ 

法律三段論 法律漏洞 法律保留 法律安定性 

21 為期選舉之公平性，主管機關在劃分公職人員選舉之選舉區時，應特別留意那一項原則的遵守？ 

比例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誠信原則 平等原則 

22 依據憲法本文以及增修條文之規定，下列何者不得連任？ 

總統 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 司法院大法官 

23 下列債之消滅原因中，何者不須任何意思表示？ 

提存 抵銷 免除 混同 

24 關於一般寄託契約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一定是有償契約  性質上為要物契約 

一般寄託契約具有專屬性 一般寄託物之所有權未移轉給受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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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列關於我國刑法上的正當防衛之敘述，何者錯誤？ 

係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不得已之行為 

無須考慮法益衡量 

不能對動物之行為主張 

屬性上為阻卻違法事由 

26 刑法第 27條第 1項規定，已著手於犯罪行為之實行，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者，應如何處罰？ 

不罰 得減輕其刑 得免除其刑 減輕或免除其刑 

27 關於公司股東會之表決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原則上普通股一股有一表決權  

表決之事項與股東有利害關係者，該股東不得加入表決 

特別股之股東一定無表決權 

公司依法持有自己股份者無表決權 

28 關於特種買賣中之無條件解約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買受人得於收受商品後 7日內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而為解除契約 

買受人行使無條件解約權，無須說明理由及負擔任何費用 

買受人亦得於收受商品前，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契約 

雙方當事人可約定拋棄無條件解約權 

29 下列那個地點的法院不是家庭暴力防治法規定之有關保護令聲請的管轄法院？ 

被害人之住所地 相對人之居所地 家庭暴力發生地 相對人受逕行拘提地 

30 以下有關勞動基準法所規定工時之敘述，何者正確？ 

雇主應置備勞工簽到簿或出勤卡，逐日記載勞工出勤情形。此項簿卡應保存 2 年 

每週工作時數不得超過 40小時 

每日正常工作時間不得超過 10小時 

每二週工作總時數不得超過 84小時 
31 By visiting international websites, we can have direct       with the whole world. 

 contract  access  contact  admission 
32 The conference was initially       to take place on August 8th, but due to the typhoon, it was canceled at the last 

minute. 
 scheduled  signaled  surveyed  schemed 

33 I think he was just       me. His compliment on my big success didn’t sound sincere. 
 assisting  blaming  engaging  flattering 

34 To       the risk of heart disease, you should start reducing your daily intake of oil and salt. 
 capture  hasten  lessen  reserve 

35 His parents died when he was very young, so his uncle       him. 
 adapted  attached  arrested  adopted 

36 He proudly states that having a happy family and obtaining a Ph.D. degree top his list of      . 
 accomplishments  developments  illustrations  probations 

37 If more money is not      , we will have to shut down the factory. 
 fulfilling  forthcoming  propelling  enhancing 

38 I wish I       that Anne was ill. I would have gone to see her. 
 knew  would know  have known  had known 

39 The passage mainly discusses the plight of       species. 
 endangered  endangering  is endangered  being endang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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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we talk about “communication”, most of us probably think about verbal communication—that is, the words 
we use when talking. However, there is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to communication: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which is 
communication done by using our bodies, gestures, and tones of voice—simply everything   40   the actual words we 
use. Actually,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s a rather recent field of study. Originally, scientists called this field kinesics, 
which is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body movements used in communication. Movements   41   gestures, facial expressions, 
and posture. In addition to these movements, we also communicate with our speech rate and the volume of our speech.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cludes a wide range of actions.   

The field of kinesics   42   a great deal to one man: Raymond Birdwhistle. Birdwhistle was a very famou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He predicted that about 70 percent of what is communicated in a conversation is non-verbal. It 
was Birdwhistle’s belief that the meaning of non-verbal behavior depended on the   43   in which it occurred. Because 
of this belief, he was very   44   looking at the whole context of non-verbal behavior—how and where certain types of 
non-verbal behavior appeared, not just the particular behavior alone. 
40  as well as  besides  except  exclusive 
41  point out  refer to  show up  boast of 
42  provides  contributes  grants  owes 
43  context  atmosphere  consequence  influence 
44  considerate of  concerned with  conformed to  confined by 

45 Ticket Agent: May I help you? 
Woman: Yes. I have this ticket for next Saturday’s train to Tainan.       
Ticket Agent: Do you want to go somewhere else? 
Woman: No. I’m still going to Tainan, but I need to go today. My sister had her baby early! 
 I need to buy a ticket to Taipei.  I don’t know if it’s on time or not. 
 I want to know when it will arrive.  I need to exchange it. 

To toot, to cut the cheese, or to pass gas. These are all funny ways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does: Farts! 
A normal person passes about half a liter of gas a day. That equals about 14 farts per day. 

Then where do farts come from? There are several sources of fart gas. We get fart gas from the air we swallow. Gas 
also goes into our intestines from our blood. In addition, gas is also produced from chemical reactions and bacteria living 
in our intestines. Nervous people usually have more gas. This is because they swallow more air. Besides, food goes 
through their digestive systems faster. This means oxygen cannot be absorbed from the food in time. It turns into fart gas.  

People’s diet affects the stinkiness of farts. The smell has to do with the sulphur in foods such as eggs, meat, and 
cauliflower. Beans cause a lot of farts, but these farts aren’t usually really stinky. Beans are not high in sulphur, but the 
sugar in them produces gas in the intestines. 

Finally, people wonder, “Where do farts go when you hold them in?” Well, these farts will not poison you. However, 
you may get a bad stomachache from the pressure. Farts you hold in are neither released nor absorbed. They will come 
out sooner or later. 
46 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The way to reduce farts.   Facts to know about farts. 
 How to have a healthy diet.  The dangers of holding in farts. 

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way we call “fart”? 
 To cut the cheese.  To toot.  To pass gas.  To empty bowels. 

48 Why do nervous people have more farts? 
 They eat too many beans.   They do not have enough sleep. 
 Their blood pressure is too high.  The food they eat is not well digested. 

49 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foods is likely to cause the stinkiest farts? 
 Beans.  Steak.  Bread.  Pasta. 

50 When we hold in a fart, where does it go? 
 It is absorbed by the intestines.  
 It is released from the mouth or nose. 
 It is just delayed and will come out later.  
 It goes back to the stomach and helps with di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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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40140 
40340 
40440 

一、甲一路拿刀追殺乙，幾次追上後，砍了幾刀，都沒砍到，就在甲追上疲憊的乙而可

以將乙砍殺時，甲自己卻感到心煩不已而暫時放棄殺乙。事後，甲被逮捕。試問甲

的行為應如何論處？（25分） 

二、丙為了教訓丁，以輕傷的故意對丁拳打腳踢，結果由於出腳太重而不小心將丁踢死。

丙在知道丁已死後，乾脆將丁屍體上的錢財搜括而去。試問丙的行為應如何論處？

（25分） 

三、試說明下列於司法警察調查中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力？ 
證人在警詢之陳述，經法院勘驗錄音帶內容結果，認有部分筆錄與錄音帶內容不

符。（9分） 
證人於警詢之供述筆錄，由法院提示予當事人及辯護人表示意見，並經法院加以

調查。（8分） 
警員於逕行搜索完畢後，製作之偵查報告書。（8分） 

四、試說明下列強制處分之實施是否合法？其依據為何？ 
警員持對甲住宅之搜索票而對相距二、三公尺線路相連之甲住宅之儲藏室進行搜

索。（9分） 
警員於現場扣得安非他命一包及吸食器一個，乃將在現場之甲以涉嫌毒品罪逮捕

帶回派出所後，即對甲為採尿搜證。（8分） 
警員於某處巷口調查案件時，見甲在該處轉讓毒品予乙而當場逮捕二人，再至甲

之住處搜得毒品。（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