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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三等考試
「警察法規」題解
（Ａ）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裁處與執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營業罰不得由警察機關裁處（Ｂ）罰
鍰一律交由警察機關負責裁罰（Ｃ）收容習藝由警察機關負責執行之（Ｄ）拘留由法院負責執行之。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九篇「警察法規歷屆試題彙編」頁9-156。】
（Ｂ）  下列何者不得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Ａ）經認定為流氓而受告誡者（Ｂ）不服警察分局依社會秩序
維護法處以罰鍰者（Ｃ）不服警察局依集會遊行法所為之申復決定者（Ｄ）不服警察機關即時強制損
失補償之決定者。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87。】
（Ｄ）  下列何種警察職權之行使，須經警察局長書面同意方得為之？（Ａ）於路口裝設監視器（Ｂ）對特種
工商業實施臨檢（Ｃ）對治安顧慮人口定期實施查訪（Ｄ）對特定人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
以目視進行觀察。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21。】
（Ｂ）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7條規定，警察為查證人民身分，得詢問之人別資料並不包括：（Ａ）出生年月
日（Ｂ）職業（Ｃ）住居所（Ｄ）國籍。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14。】
（Ｃ）  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Ａ）查訪對象包括曾犯持有槍砲彈藥之罪，
經執行完畢者（Ｂ）查訪期間不得逾三年（Ｃ）流氓輔導期滿者，不得再予查訪（Ｄ）由戶籍地警察
機關每個月實施查訪一次。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30。】
（Ｃ）  有關管束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Ａ）管束不得逾二十四小時（Ｂ）抗拒管束措施者，警察
得對其使用警銬（Ｃ）警察實施管束時，應即搜索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Ｄ）警察對人民實
施查證身分時，不得依管束之規定，令其供述。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46。】
（Ｄ）  有關集會、遊行禁制區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禁制區一律不得舉行集會遊行（Ｂ）副總統官
邸並非集會遊行之禁制區（Ｃ）國際機場禁制區之週邊範圍，由交通部劃定公告（Ｄ）警察機關核准
禁制區內舉行集會遊行，須徵求禁制區管理機關之同意。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五篇「集會遊行法」頁5-10。】
（Ｃ）  下列何者並非集會遊行之主管機關？（Ａ）台北市政府警察局（Ｂ）桃園縣政府警察局（Ｃ）航空警
察局（Ｄ）板橋警察分局。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五篇「集會遊行法」頁5-8。】
（Ｂ）  下列何者得擔任室外集會、遊行之負責人？（Ａ）十九歲之大學生（Ｂ）經書面告誡列冊輔導之流氓
（Ｃ）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者（Ｄ）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未受緩刑之宣告，
尚未執行者。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五篇「集會遊行法」頁5-11。】
（Ｂ）  集會、遊行，經警察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者，其負責人應如何處罰？（Ａ）處以刑罰（Ｂ）處以行
政罰（Ｃ）減輕或免除其刑（Ｄ）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五篇「集會遊行法」頁5-18。】
（Ａ）  警察機關許可室外集會、遊行時，不得就下列何種事項為附款之限制？（Ａ）集會、遊行之目的（Ｂ
）集會、遊行之人數、時間（Ｃ）集會、遊行之處所、路線（Ｄ）關於妨害身分辨識之化裝事項。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五篇「集會遊行法」頁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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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有關偶發性室外集會、遊行，依現行集會遊行法規定，下列何者正確？（Ａ）無須提出申請（Ｂ）仍
須提出申請，但無申請時間之限制（Ｃ）須於二日前提出申請（Ｄ）須於六日前提出申請。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五篇「集會遊行法」頁5-22。】
（Ｄ）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提報之流氓，經認定為流氓受告誡者，如有不服，則下列何者並非其救濟
之相關受理機關？（Ａ）台北市政府警察局（Ｂ）內政部警政署（Ｃ）台北高等行政法院（Ｄ）台北
地方法院。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五篇「集會遊行法」頁5-。】
（Ｂ）流氓受感訓處分之期間得折抵：（Ａ）拘留（Ｂ）拘役（Ｃ）管收（Ｄ）罰金。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七篇「檢肅流氓條例」頁7-16。】
（Ｂ）  檢肅流氓條例之拘留，於何處所執行之？（Ａ）留置所（Ｂ）拘留所（Ｃ）看守所（Ｄ）技能訓練所
。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七篇「檢肅流氓條例」頁7-30。】
（Ｃ）  縣政府警察局移送之流氓，經地方法院裁定感訓處分確定者，如何執行之？（Ａ）由地方法院逕送技
能訓練所執行之（Ｂ）由地方法院交縣政府警察局轉送看守所執行之（Ｃ）由地方法院交縣政府警察
局轉送技能訓練所執行之（Ｄ）由地方法院交內政部警政署轉送技能訓練所執行之。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七篇「檢肅流氓條例」頁7-33。】
（Ｃ）  有關流氓感訓處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由法務部所屬看守所負責執行之（Ｂ）其期間為六
個月以上一年以下（Ｃ）執行完畢後列為治安顧慮人口，警察得定期實施查訪（Ｄ）感訓處分之裁判
確定尚未執行者，得為集會遊行之負責人。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30。】
（Ａ）  檢肅流氓條例下列何種事項，未曾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為違憲？（Ａ）拘留制度（Ｂ）留置要件（Ｃ
）行政救濟制度（Ｄ）秘密證人制度。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七篇「檢肅流氓條例」頁7-44。】
（Ｃ）  下列何種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行為，應處以刑罰？（Ａ）違反射擊運動槍枝彈藥管理辦法者
（Ｂ）原住民相互間未經許可販賣自製之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Ｃ）未經許可於公共場所攜帶
武士刀者（Ｄ）意圖販賣而陳列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者。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六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頁6-23。】
（Ｃ）  下列何者並非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定之「行政罰」種類之一？（Ａ）罰鍰（Ｂ）沒入（Ｃ）申誡
（Ｄ）停止營業。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六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頁6-30。】
（Ａ）  有關槍砲彈藥刀械之許可與管理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槍砲、彈藥之許可，不得委任地方
警察局辦理（Ｂ）年滿十八歲者，得購置使用魚槍，每人以二枝為限（Ｃ）刀械許可證由內政部警政
署統一印製（Ｄ）收購之槍砲彈藥刀械，其銷毀費用由各級政府逐年編列預算支應。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六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頁6-9。】
（Ｃ）  警察機關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沒入警銬，受處分人如有不服者，應提出下列何種救濟？（Ａ）抗告（
Ｂ）申復（Ｃ）訴願（Ｄ）聲明異議。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三篇「警械使用條例」頁3-49。】
（Ａ）  下列何者係依法應拘禁之人？（Ａ）被管收人（Ｂ）現行流氓（Ｃ）意圖自殺者（Ｄ）未攜帶駕駛執
照之汽車駕駛人。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三篇「警械使用條例」頁3-12。】
（Ｄ）  人民未經許可運輸鋼（鐵）質伸縮警棍，應如何處罰？（Ａ）不罰（Ｂ）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處
罰（Ｃ）依警械使用條例處罰（Ｄ）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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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下列何種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不適用行政執行法？（Ａ）集會遊行法之罰金（Ｂ）全民健
保費（Ｃ）代履行費用（Ｄ）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罰鍰。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57。】
（Ｂ）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案件，如因強制執行而有支出登報、鑑價、估價等必要費用，應如何處理
？（Ａ）不另徵收執行費用（Ｂ）應由移送機關代為預納，再向義務人取償（Ｃ）應由執行機關估計
其數額，命義務人繳納（Ｄ）應由移送機關與執行機關平均分擔其費用。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53。】
（Ｃ）  行政執行法規定之救濟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不服警察機關即時強制損失補償之決定者，
得聲明異議（Ｂ）不服行政執行處之留置者，得提起抗告（Ｃ）不服管收裁定者，得提起抗告（Ｄ）
不服管束措施者，得提起抗告。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61。】
（Ｄ）  行政執行法規定之暫予留置措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應於警察機關之留置室執行之（Ｂ）須
由地方法院簡易庭法官簽發留置票，方得為之（Ｃ）時間不得逾三小時（Ｄ）是否留置由行政執行官
決定之。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89。】
（Ａ）  有關直接強制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Ａ）實施前均應先經間接強制程序（Ｂ）係義務人不履行
義務時而為之（Ｃ）不得委託第三人執行之（Ｄ）註銷證照為其執行方法之一。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28。】
（Ｃ）  有關怠金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屬秩序罰之性質（Ｂ）其最低額為新臺幣三百元（Ｃ）依情
節輕重決定金額之高低（Ｄ）無須經告誡程序。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30。】
（Ｃ）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與行政罰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前者為普通法；後者為特別法（Ｂ）
已依前者裁處拘留者，仍得再依後者處以罰鍰（Ｃ）有關處罰之執行時效，前者較短；後者較長（Ｄ
）有關處罰之救濟，前者得提起訴願、行政訴訟；後者僅得提起聲明異議、抗告。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7。】
（Ｃ）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條文名詞之定義，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Ａ）深夜，係指凌晨零時至五時（Ｂ
）職業賭博場所，係指具有營利性之賭博場所（Ｃ）留置期間之計算，應自警察攔停時起算（Ｄ）地
方法院簡易庭關於聲明異議案件之裁定，於裁定宣示或送達時，即為裁處確定。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31。】
（Ｂ）  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抗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抗告期間為五日，自裁定書送達之日起
算（Ｂ）原移送之警察機關，亦得提起抗告（Ｃ）抗告權不得捨棄（Ｄ）抗告一經提起，不得撤回之
。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41。】
（Ｃ）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如其情節可憫恕者，應如何處罰？（Ａ）得減輕處罰（Ｂ）減輕或免除
其處罰（Ｃ）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Ｄ）不罰。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80。】
（Ｄ）  因過失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下列何者不得加以處罰？（Ａ）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者（
Ｂ）毀損路燈、交通號誌（Ｃ）無正當理由鳴槍者（Ｄ）向該管公務員謊報災害者。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80。】
（Ｄ）  警察機關對於情節輕微而事實明確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得不經通知、訊問逕行處以罰鍰，惟
其金額最高為新臺幣幾元？（Ａ）六萬元（Ｂ）三萬元（Ｃ）三千元（Ｄ）一千五百元。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86。】
（Ｄ）  下列何者並無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裁處權？（Ａ）國道公路警察局（Ｂ）警察所（Ｃ）地方法院（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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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行政法院。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25。】
（Ｂ）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人，被留置15小時後，經裁處罰鍰新臺幣10,000元確定，則其應繳納之罰鍰金
額為新臺幣幾元？（Ａ）10,000元（Ｂ）9,100元（Ｃ）5,500元（Ｄ）0元。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104。】
（Ｄ）  張三意圖使其配偶受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處罰，而向警察機關誣告時，張三應如何處罰？（Ａ）不罰（
Ｂ）依刑法誣告罪處罰（Ｃ）處以申誡或免除其處罰（Ｄ）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下
罰鍰。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47。】
（Ａ）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於罰鍰裁處確定之翌日起十日內，下列何者得請求易以拘留？（Ａ）被處罰
人（Ｂ）警察機關（Ｃ）地方法院簡易庭（Ｄ）行政執行處。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85。】
（Ｂ）  有關拘留所設置管理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拘留所之設置基準，由內政部定之（Ｂ
）警察分局之拘留所主任由偵查隊隊長兼任之（Ｃ）被拘留之婦女，得請求攜帶年滿三歲以上之子女
入所（Ｄ）被拘留人之主副食費用，由各地方法院編列預算支應。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58。】
（Ｃ）  警察法第10條規定警察所為之命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該命令為抽象之法規範（Ｂ）中央僅
限內政部方得為之（Ｃ）警察命令非法集會之群眾解散屬之（Ｄ）不服該命令者，不得提起救濟。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51。】
（Ａ）  有關警察行政指導措施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該措施屬事實行為之性質（Ｂ）該措施具有強
制性（Ｃ）不遵指導者，得加以處罰（Ｄ）須有法律依據，方得實施。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42。】
（Ｂ）  有關警察法規屬性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警察勤務條例僅具組織法之性質，欠缺行為法之功
能（Ｂ）行政執行法屬程序法之性質（Ｃ）警察法第2條兼具組織法與行為法之性質（Ｄ）社會秩序
維護法僅具實體法之性質，欠缺程序法之規定。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8。】
（Ｃ）  下列何種班別在修業期間，得享受警察教育條例所列之公費待遇？（Ａ）警佐班（Ｂ）警大研究所博
士班（Ｃ）警大研究所碩士班全時在職生（Ｄ）警大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45。】
（Ａ）  警察法第9條所稱之警察，下列何者屬之？（Ａ）基隆港務警察局（Ｂ）海關緝私人員（Ｃ）行政執
行官（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官員。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24。】
（Ｄ）  有關縣政府警察局預算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其預算由內政部警政署統一編列（Ｂ）其預算
標準由內政部警政署報請內政部核定施行（Ｃ）其經費如確屬不足時，得報由內政部轉請行政院核定
補助之（Ｄ）對於中央補助縣警察局之經費，縣議會仍得依法監督其執行。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46。】
（Ａ）  中央警察大學學生經實習期滿畢業，考試及格分發任警職者，其試用期間之規定為：（Ａ）免予試用
（Ｂ）應先予試用三個月（Ｃ）應先予試用六個月（Ｄ）應先予試用一年。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36。】
（Ａ）下列何者為內政部公告查禁之刀械？（Ａ）十字弓（Ｂ）手杖刀（Ｃ）開山刀（Ｄ）藍波刀。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六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頁6-19。】
（Ｄ）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屬表現自由，係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之基本人權？（Ａ）平等權（Ｂ
）參政權（Ｃ）人身自由權（Ｄ）集會自由權。

5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五篇「集會遊行法」頁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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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三等考試
「保安警察學、警察勤務與戶口查察」題解
（Ｂ）  甲因參加民防團之演習，跌斷了一隻腳變成殘廢，依民防法規定，其傷殘給付請領權，自可行使之日

【

【

【

起，幾年內不行使而消滅？（Ａ）1年（Ｂ）2年（Ｃ）3年（Ｄ）5年。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六篇「民力組訓與運用」頁268

【

。】
（Ｄ）  下列何者違反民防法規定之行為，將遭受刑罰之處分？（Ａ）不參加民防編組，經令其限期參加，屆

【

期不參加者（Ｂ）不參加民防服勤，經令其限期參加，屆期不參加者（Ｃ）不辦理民防訓練，經令其
限期辦理，屆期不辦理者（Ｄ）不交付徵購醫療藥品器材者。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六篇「民力組訓與運用」頁271
。】
（Ｄ）  處理聚眾活動時，由下列何者逮捕現行犯？（Ａ）維安小組（Ｂ）第一線警力（Ｃ）防阻警網（Ｄ）
反制警網。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二篇「保安警察機關」頁34。
】
（Ｃ）原住民申請持有自製獵槍，每戶最多可以持有幾枝？（Ａ）2枝（Ｂ）4枝（Ｃ）6枝（Ｄ）8枝。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五篇「槍砲彈藥刀械之管理與
管制及爆竹煙火安全管理」頁118。】
（Ａ）  經許可遊行之負責人，對遊行路線使用後所遺留廢棄物不予清理時，最高可被處多少新台幣之罰鍰？
（Ａ）3萬元（Ｂ）6萬元（Ｃ）9萬元（Ｄ）12萬元。

【

【

【

【

【

【

【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十五篇「集會遊行」頁595。】
（Ｄ）  下列何者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須受刑罰處分？（Ａ）擅自發行野生動物保育票者（Ｂ）野生動物飼養

【

者擅自釋放其飼養之野生動物，致有破壞生態系之虞者（Ｃ）商品虛偽標示為保育類野生動物（Ｄ）
違法騷擾或虐待保育類野生動物。

【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十六篇「保育野生動物之查緝
」頁629。】

【

（Ａ）  依據「警察機關執行轄內立法委員安全警衛作業規定」，僑選立法委員之安全警衛由下列何者派遣？
（Ａ）戶籍地之警察局（Ｂ）保安警察第六總隊（Ｃ）外交部協商之警察機關（Ｄ）原選舉區之警察

【

局。
【註：參警察機關執行轄內立法委員安全警衛作業規定第2條。】
（Ｃ）  警察機關執行「立法委員行使職權保護辦法」所定之安全警衛派遣事項時，下列何者為安全警衛之遴
選條件？（Ａ）現職為組（課）員（Ｂ）現職為巡官職務（Ｃ）現職為巡佐（小隊長或警務佐）職務
以下（Ｄ）現職為小隊長（巡佐或警務佐） 職務以上。
【註：參警察機關執行轄內立法委員安全警衛作業規定第6條。】
（Ｂ）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辦事細則，下列何者非警政署保安組之職掌？（Ａ）配合動員支援軍事作戰之督導
事項（Ｂ）特種勤務工作之規劃督導事項（Ｃ）推行社區守望相助工作之規劃督導事項（Ｄ）反暴力
恐怖攻擊業務之規劃督導事項。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一篇「保安警察學緒論」頁6。
】
（Ｄ）  下列警察機關何者負責嘉義縣仁義潭水庫之安全維護及配合駐在單位執行查緝、取締工作？（Ａ）嘉
義縣警察局（Ｂ）保安警察第二總隊（Ｃ）保安警察第三總隊（Ｄ）台灣保安警察總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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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二篇「保安警察機關」頁31。

【

】
（Ｃ）  李四為原住民，向主管機關申請製造自製獵槍，李四應於收到許可函之翌日多久內需自製完成，並向

【

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警察局申請查驗烙印給照和列冊管理？（Ａ）7日（Ｂ）15日（Ｃ）1
個月（Ｄ）2個月。

【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五篇「槍砲彈藥刀械之管理與
管制及爆竹煙火安全管理」頁143。】

【

（Ｃ）  各縣（市）編組之民防總隊，依規定應多久實施整編一次？（Ａ）2年（Ｂ）3年（Ｃ）縣（市）長就
職之年度（Ｄ）視狀況而定。

【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六篇「民力組訓與運用」頁258
。】

【

（Ｄ）  下列何者無須申請入山許可，只需查驗相關證件，即能入出山地經常管制區？（Ａ）入山參加婚喪喜
慶者（Ｂ）公民營事業機構員工，因業務需要者（Ｃ）依法設立登記有案之工礦業者之員工，其工作

【

係在山地經常管制區內者（Ｄ）依法得使用之廠場位於山地管制區者。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七篇「山地管制及海岸管制」

【

頁286。】
（Ｂ）  外國人申請入出山地經常管制區，下列何者不符合得予許可事由？（Ａ）各國駐華使領館之人員及其

【

眷屬（Ｂ）入山探訪親友或參加婚喪喜慶（Ｃ）辦理慈善事業之人員（Ｄ）入山傳教之傳教士。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七篇「山地管制及海岸管制」

【

頁286。】
（Ｃ）  集會遊行經該管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仍繼續舉行經制止而不遵從，應對下列何者處予刑罰？

【

（Ａ）主持人（Ｂ）負責人（Ｃ）首謀者（Ｄ）代理人。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十五篇「集會遊行」頁595。】

【

（Ｄ）  「取締或舉發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獎勵辦法」，由下列那個政府機關定之？（Ａ）各縣市政府（
Ｂ）內政部（Ｃ）法務部（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註：參取締或舉發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獎勵辦法。】
（Ｃ）  辦理選舉期間，意圖妨害選舉，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可被處何種處罰？（Ａ

【

）2年以下有期徒刑（Ｂ）3年以下有期徒刑（Ｃ）5年以下有期徒刑（Ｄ）7年以下有期徒刑。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十七篇「保安警察學、警察實
務（保安）歷屆試題彙編」頁770。】
（Ｂ）  卸任總統其安全警衛人數原則上可保留幾人？（Ａ）4至8人（Ｂ）8至12人（Ｃ）12至16人（Ｄ）16
至20人。
【註：參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第2條。】
（Ｂ）  農會信用部屬於何等級的治安要點？（Ａ）甲級治安要點（Ｂ）乙級治安要點（Ｃ）丙級治安要點（
Ｄ）丁級治安要點。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四篇「治安要點維護」頁91。
】
（Ｄ）  射擊運動團體經許可核配之槍枝、彈藥，應於收受內政部核配文件之日起多久內進口？（Ａ）3個月
（Ｂ）4個月（Ｃ）5個月（Ｄ）6個月。
【註：參射擊運動槍枝彈藥管理辦法第3條。】
（Ａ）  下列何者非屬於民防團隊之演習？（Ａ）支援軍事勤務演習（Ｂ）全民防空演習（Ｃ）全民防衛動員
演習（Ｄ）配合災害防救演習。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六篇「民力組訓與運用」頁2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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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中外人民申請進入山地特定管制區，每次得申請一個以上山地特定管制區，每個山地特定管制區入山
許可期限，按實際需要核定，最長不得超過幾日？（Ａ）10日（Ｂ）15日（Ｃ）30日（Ｄ）60 日。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析》，第七篇「山地管制及海岸管制」
頁288。】
（Ａ）  「守望相助督導會報」之秘書業務由下列何者辦理？（Ａ）內政部警政署（Ｂ）內政部民政司（Ｃ）
縣市警察局（Ｄ）警察分局。

（Ｃ）  某甲把領得之縣市長選舉票故意將其撕毀，某甲之行為可以被科處何種罰責？（Ａ）1年以下有期徒
刑（Ｂ）3年以下有期徒刑（Ｃ）5年以下有期徒刑（Ｄ）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註：參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9條。】
（Ａ）  下列人員何者得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人？（Ａ）警察人員（Ｂ）軍事學校學生（Ｃ）現役軍人（Ｄ）
警察役男。
【註：參PE007《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中華民國憲法相關時勢、法規及大法官會議解
釋令」頁361。】
（Ｃ）  警察機關受理失蹤人口案件之作為，下列敘述何者為非？（Ａ）受理案件時，應主動徵詢報案人提供
失蹤人照片及同意公開查尋等意願，並於筆錄內載明（Ｂ）立即輸入警政署「失蹤人口暨身分不明者
電腦網路系統」（Ｃ）受理報案完成後，應視需要通報查尋並立即與警政署身分不明檔實施比對，再
將比對結果陳報調查局（Ｄ）失蹤人口查尋案件，如涉及刑事，應立即陳（通）報刑事單位處理。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69。】
（Ｃ）  依據民國94年修正之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警察機關只受理本轄之
失蹤人口報案（Ｂ）警察機關不受理在臺無親屬之失蹤人口報案（Ｃ）受理之失蹤人口有自殺傾向者
，應緊急查尋（Ｄ）失蹤人已經死亡，由戶籍地警察派出所辦理撤尋，依規定製作筆錄並應檢具死亡
證明等文件。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65。】
（Ａ）  下列何者非員警執行「家戶訪查」之工作項目？（Ａ）監督民眾（Ｂ）增進為民服務（Ｃ）預防犯罪
（Ｄ）落實社區治安調查。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16。】
（Ａ）  依據民國96年7月4日修正公布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勤區查察，於警勤區內，由警勤區
員警以何種方式執行之？（Ａ）家戶訪查（Ｂ）戶口查察（Ｃ）索閱戶口名簿（Ｄ）查簽家戶訪問簽
章表。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16。】
（Ｂ）  依據民國96年公布之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下列敘述何者非警勤區員警之正確作為？（Ａ）拜訪
住戶應主動表明身分與來意，徵得同意後，始得進入住宅（Ｂ）拜訪居民時，不論一、二、三種戶，
均須查簽家戶訪問簽章表（Ｃ）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所得資料，應保守秘密（Ｄ）警勤區員警家戶訪
查，應嚴守行政中立。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18。】
（Ｃ）  依據民國92年公布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對於曾犯殺人、強盜、搶奪、性侵害等罪之查訪期間
，以刑執行完畢、感訓處分執行完畢、流氓輔導期滿或假釋出獄後幾年內為限？（Ａ）一年（Ｂ）二
年（Ｃ）三年（Ｄ）五年。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28。】
（Ｄ）  下列何者非警察對於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項目？（Ａ）查訪對象之工作（Ｂ）查訪對象之交往及生活
情形（Ｃ）為維護社會治安及防制查訪對象再犯之必要資料（Ｄ）查訪對象之信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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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28。】
（Ａ）  依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四條規定，治安顧慮人口，其為受毒品戒治人者，多久實施查訪一次？
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數。（Ａ）每三個月（Ｂ）每五個月（Ｃ）每六個月（Ｄ）每年。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29。】
（Ｃ）  下列何者非警察對於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作為？（Ａ）警察實施查訪，應於日間為之。但與查訪對象
約定者，不在此限（Ｂ）警察實施查訪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Ｃ）警察
發現查訪對象有違法之虞，應立即逮捕（Ｄ）警察發現治安顧慮人口行方不明者，應通報直轄市、縣
（市）政府警察局協尋。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28。】
（Ｄ）  「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是由那個機關訂定？（Ａ）行政院（Ｂ）警政署（Ｃ）司法院（Ｄ）
內政部。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16。】
（Ｄ）  實施家戶訪查，若以座談會方式執行，則須在幾日前，用書面通知受訪查對象？（Ａ）三日（Ｂ）五
日（Ｃ）六日（Ｄ）七日。
【註：參PE056《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精析》，第一篇「重點整理」頁20。】
（Ｂ）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五條規定，勤務交接時間由下列何者定之？（Ａ）警政署（Ｂ）警察局（Ｃ）
警察分局（Ｄ）分駐（派出）所。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10。】
（Ｃ）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九條規定，下列何者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行機關？（Ａ）警政署（Ｂ
）警察局（Ｃ）警察分局（Ｄ）分駐（派出）所。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9。】
（Ｄ）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
予之勤務，稱之為：（Ａ）巡邏（Ｂ）守望（Ｃ）值班（Ｄ）臨檢。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9。】
（Ｄ）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八條規定，直轄市、縣（市）警察機關在下列何種地區，為因應警察設備情況及警
力需要，得集中機動使用警力，免設分駐所、派出所？（Ａ）都市人口稀少區（Ｂ）都市治安單純區
（Ｃ）鄉村治安單純區（Ｄ）郊區治安特殊區。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9。】
（Ｂ）  有關警勤區之劃設，下列何者為非？（Ａ）依自治區域，以一村里劃設一警勤區（Ｂ）依人口疏密，
以一千人口或三百戶以下劃設警勤區（Ｃ）警勤區之劃分，應參酌治安狀況、地區特性、警力多寡、
工作繁簡等情形，適當調整之（Ｄ）刑事、外事警察，得配合警勤區劃分其責任區。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三篇「警察勤務歷屆試題彙編」頁3-19。】
（Ｄ）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有關執行聯合勤前教育，是以下列何者為實施單位？（Ａ）派出
所（Ｂ）警政署（Ｃ）警察局（Ｄ）警察分局。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12。】
（Ａ）  警政署為彰顯兩性平權，讓女警發揮功能，特於民國97年5月在下列那些警察局挑選出4個派出所，分
別配置3分之1或4分之1女性員警，和男性員警服共同勤務，俾實際瞭解女警24小時執行外勤工作狀況
？（Ａ）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台中市警察局（Ｂ）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屏東縣警察局（
Ｃ）澎湖縣、金門縣、高雄縣、台南縣警察局（Ｄ）彰化縣、嘉義市、嘉義縣、南投縣警察局。
【註：參《警光雜誌》，第620期頁13。】
（Ｂ）  有關分駐所、派出所設置規定，下列何者為非？（Ａ）轄區內應有二個以上警勤區（Ｂ）轄區可跨越
鄉（鎮、市、區）（Ｃ）轄區以不分割村里自治區域為原則（Ｄ）未設警察分局之鄉（鎮、市、區）
公所所在地得設置分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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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32。】
（Ｃ）  依警察勤務執行程序規定，有關取締酒駕方式，下列何者為非？（Ａ）使用酒精測定器前應先檢查日
期、時間是否正確（Ｂ）測量前應先告知，並確認受測者已飲酒結束十五分鐘以上（Ｃ）對測定酒精
濃度未達違規標準之駕駛人，得憑主觀之判斷，認定必屬違規而予以重複測定（Ｄ）酒精測定器每年
須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一次，或使用一千次後必須送廠商校正及檢定。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317。】
（Ｂ）  依據警察服制條例規定，下列何者為非？（Ａ）警察制服分為禮服、常服及便服三種（Ｂ）參加警察
各種重要典禮時僅能著常服（Ｃ）警察若因任務需要時，得不服用制服（Ｄ）警察機關行政人員之服
式，由內政部定之。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113。】
（Ｃ）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規定，警察實施身分查證，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Ａ）合理懷疑該民眾
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Ｂ）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
其身分之必要者（Ｃ）警察進入公眾得出入場所之時間，可自行決定（Ｄ）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
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12。】
（Ｄ）  警察為防止犯罪，認為有必要，可在一定期間內，對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以目視
或科技工具蒐集相關資料，惟應經由下列何者之書面同意後方可進行？（Ａ）派出所長（Ｂ）警察局
刑警隊長（Ｃ）警察分局長（Ｄ）警察局長。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21。】
（Ｄ）  警察對於瘋狂或酒醉，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身體之危險者，得為管束，惟管束時間最長不得逾幾
小時？（Ａ）3小時（Ｂ）6小時（Ｃ）12小時（Ｄ）24小時。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35。】
（Ｃ）  警察為防止危害或犯罪，得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資料。警察對於第三人之作為，下列何者為正確？（
Ａ）給予證明文件（Ｂ）給予必要名義（Ｃ）得支給實際需要工作費用（Ｄ）賦予警察職權。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三篇「警察勤務歷屆試題彙編」頁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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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三等考試
「犯罪偵查」題解
（Ｄ）  偵查人員依法執行逮捕時，三公尺外之嫌犯突然持槍上膛瞄準偵查人員，偵查人員迅速拔出警槍並上
膛後：（Ａ）應先喝令嫌犯丟棄槍枝，嫌犯不聽才可射擊（Ｂ）應先對空鳴槍，再瞄準嫌犯射擊（Ｃ
）應瞄準嫌犯持槍之手射擊（Ｄ）可直接瞄準嫌犯胸部射擊。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24。】
（Ａ）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可用為監察通訊之方法？截收、監聽、錄影、開拆
、影印：（Ａ）（Ｂ）（Ｃ）（Ｄ）。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265。】
（Ａ）  刑案發生之後，一經告發，依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何者為偵查主體應即開始偵查？（Ａ）檢察官（Ｂ
）檢察事務官（Ｃ）發生地警察分局之偵查隊長（Ｄ）發生地刑事責任區之偵查員或偵查佐。
【註：參PE046《刑事訴訟法問答》，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總論」頁56。】
（Ｃ）  刑案偵查中為防止湮滅、偽造或變造證據，下列何者得聲請檢察官為搜索或鑑定等保全證據之處分？

 告訴人、  犯罪嫌疑人、  被告、  鑑定人、  法醫：（Ａ）  （Ｂ）  （Ｃ）  （Ｄ）
。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五部分「移送作業」頁011。】
（Ｄ）下列何種偵查技術必須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同意才可實施？測謊、催眠詢問、犯罪剖繪、

指紋鑑定：（Ａ）（Ｂ）（Ｃ）（Ｄ）。
【註：參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加害人測謊實施辦法、刑事訴訟法第95、156條】
（Ｂ）  適用於膠帶黏性面上指紋顯現的方法是：（Ａ）硝酸銀法（Ｂ）龍膽紫法（Ｃ）磁性粉末法（Ｄ）寧
海得林法。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二部分「犯罪偵查測驗題庫」頁372。】
（Ｄ）  一個射擊過的中央底火彈殼底部若有「NPA92」的彈底標記，則彈底標記所顯示的訊息是：（Ａ）子
彈製造商和口徑（Ｂ）子彈製造批號（Ｃ）子彈使用單位和批號（Ｄ）子彈使用單位和製造年份。
（Ｂ）  鑑定人因鑑定之必要需採取血液、分泌物和毛髮時，應先自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處取得：（Ａ
）鑑定書（Ｂ）許可書（Ｃ）具結書（Ｄ）鑑定留置票。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20。】
（Ｃ）下列何者是刑事訴訟案件辯護人得行使之權限？於詢問犯罪嫌疑人時在場、接見犯罪嫌疑人、
與羈押中之被告通信、  於偵查中檢閱證物：（Ａ）  （Ｂ）  （Ｃ）  （Ｄ） 

。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26。】
（Ａ）進行犯罪現場物證攝影時，下述何者正確？應善用補助光源、應縮小光圈增加曝光時間、為取
得較佳拍攝角度可略微移動物證、拍攝屍體傷口不宜使用比例尺：（Ａ）（Ｂ）（Ｃ）

（Ｄ）。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二部分「犯罪偵查測驗題庫」頁435。】
（Ａ）  飲用含甲醇之假酒後，人體會將甲醇代謝成下列何種毒物而導致命案之發生？（Ａ）甲酸（Ｂ）氰酸
（Ｃ）甲苯（Ｄ）甲烷。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四部分「犯罪偵查歷屆試題彙編」頁861。】
（Ｄ）  電話之通聯記錄分析是偵查犯罪之重要技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單向通聯記錄不包括受話者的電
話號碼、  行動電話之雙向通聯記錄包含發話基地台代碼、  有線公共電話可調出通聯記錄、  失竊
手機即使改用新的SIM卡也可由手機序號確認：（Ａ）  （Ｂ）  （Ｃ）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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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三部分「犯罪偵查問答題庫」頁716。】
（Ａ） 根據較長期之手機雙向通聯記錄分析可提供下列那些研判：  發話者作息時間、  發話者活動地區、

 發話者交往密切之對象、  刑案發生時發話者是否在場：（Ａ）  （Ｂ）  （Ｃ） 
（Ｄ）。
（Ｃ）下列何者是執行槍擊要犯圍捕時應注意之事前準備事項？嚴加搜索、確認對象、熟悉環境、
採取現場物證：（Ａ）（Ｂ）（Ｃ）（Ｄ）。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24。】
（Ｂ）  關於特定地點之監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定點監視因不侵犯人權，無需法源依據（Ｂ）定點監
視之法源依據為警察職權行使法（Ｃ）定點監視之法源依據為刑事訴訟法（Ｄ）定點監視之法源依據
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21。】
（Ｄ）  關於受理報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告發犯罪需指明犯罪人身份（Ｂ）非本轄發生之刑案不得受
理報案（Ｃ）正在發生的告訴乃論犯罪行為只有告訴權人可報案（Ｄ）犯罪人可先以電話自首，再到
警察機關接受偵查。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7。】
（Ａ）  實務上所查獲俗稱「一粒沙」之毒品，係指何類毒品？（Ａ）LSD （Ｂ）MDMA （Ｃ）PCP （Ｄ
）GHB。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73。】
（Ｃ） 基於下列那些目的，我國制訂了「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  保育瀕臨絕種生物、  協助司法鑑定
、協尋失蹤人口、確定親子血緣：（Ａ）（Ｂ）（Ｃ）（Ｄ）。
【註：參PK029《新編刑事鑑識》，頁41。】
（Ｂ）正常人在說謊時會引起的生理反應中，何者可用測謊儀(polygraph)記錄，作為研判是否說謊之參考？
（Ａ）內分泌改變（Ｂ）皮膚電阻改變（Ｃ）體溫改變（Ｄ）心血管流量改變。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四部分「犯罪偵查歷屆試題彙編」頁834。】
（Ｃ）  下列何者是洗錢行為？（Ａ）將名下不動產以不實交易方式脫產，以規避債務（Ｂ）違法吸收資金，
詐取投資人金錢（Ｃ）隱匿或掩飾重大犯罪所得財物（Ｄ）囤積貨幣或有價證券，破壞金融秩序。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四部分「犯罪偵查歷屆試題彙編」頁770。】
（Ａ）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的構成要件包含下列那些內容？  成員三人以上、 有內部
管理結構、  以犯罪為宗旨、  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Ａ）  （Ｂ）  （Ｃ
）（Ｄ）。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244。】
（Ｂ）  下列毒品那些屬俗稱的「約會強暴藥」？  FM2、  K他命（Ketamine）、  GHB、  MDA：（Ａ
）（Ｂ）（Ｃ）（Ｄ）。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四部分「犯罪偵查歷屆試題彙編」頁848。】
（Ｄ）  下列何者是初抵刑案現場員警應為之作為？（Ａ）採取跡證（Ｂ）勘驗屍體（Ｃ）偵訊目擊證人（Ｄ
）保全現場。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26。】
（Ｃ）  下列何者為刑案現場之暫時性物證？（Ａ）乾燥血跡（Ｂ）射擊殘跡（Ｃ）車輛引擎溫度（Ｄ）槍枝
上膛狀態。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二部分「犯罪偵查測驗題庫」頁293。】
（Ｂ）下列那些方法可用於刑案現場鞋印之採取或顯現？石膏製模、靜電採取、煙燻顯現、粉末顯
現：（Ａ）（Ｂ）（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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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二部分「犯罪偵查測驗題庫」頁359。】
（Ａ）  司法警察官基於進行調查及蒐集證據上之必要，得違反依法逮捕到案犯罪嫌疑人之意思實施那些措施
？  採取指紋、  予以照相、  抽取血液、  採取尿液：（Ａ）  （Ｂ）  （Ｃ）  （
Ｄ）。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四部分「犯罪偵查歷屆試題彙編」頁941。】
（Ｃ）  關於現場測繪下述何者正確？（Ａ）為防遭到竄改，應避免使用電腦繪圖軟體（Ｂ）測量時可移動現
場物體位置，但必須復原（Ｃ）先測繪現場周圍，再測繪現場，最後測繪跡證相關位置（Ｄ）同案數
個犯罪現場應繪於同一張圖，以便研讀。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72。】
（Ｂ）  下述物證處理方式何者正確？（Ａ）採取槍枝時應完全保持原狀，不可做任何處理（Ｂ）採取現場玻
璃碎片時應注意邊緣之保護（Ｃ）地板上大面積範圍內之纖維應以真空吸取設備採取（Ｄ）火炸藥應
盡量大量採取。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75。】
（Ｄ）  下列何者是刑案現場查訪之對象？（Ａ）遭逮捕之現行犯（Ｂ）現場勘查人員（Ｃ）指揮辦案之檢察
官（Ｄ）現場附近之監視錄影資料。
（Ａ）  結合人工智慧與監視錄影設備，在監視器擷取影像中利用臉部五官形狀、尺寸與資料庫影像比對，即
時辨識列管犯罪人之技術稱為：（Ａ）幾何分析式面貌比對（Ｂ）能量分析式面貌比對（Ｃ）事件驅
動式面貌比對（Ｄ）行為監控式面貌比對。
（Ｂ）  書寫時運筆之壓力可在文件下方之底墊紙上留下筆跡壓痕，此等壓痕可以下述何種方法顯現？（Ａ）
真空蒸鍍法（VPDM） （Ｂ）靜電偵測法（ESDA） （Ｃ）質譜檢測法（GCMS） （Ｄ）薄層層析
法（TLC）。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二部分「犯罪偵查測驗題庫」頁387。】
（Ｃ）  目擊證人對所觀察到的事件印象不深時，易受輿論或權威言論之影響，做出與事實有誤差的證言，稱
為：（Ａ）缺乏自信之誤差（Ｂ）移位組合之誤差（Ｃ）從眾現象之誤差（Ｄ）期望錯覺之誤差。

（Ｂ）  司法警察依法執行搜索扣押時，下述那些正確？  扣押之物保管人無正當理由拒絕交付時，得強制扣
押、 公務員保管之職務上應守密文書不得扣押、  發現另案應扣押之物，亦得扣押之、  扣押暫時
中止者，必要時應將該處所閉鎖：（Ａ）（Ｂ）（Ｃ）（Ｄ）。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27。】
（Ｂ）  我國目前擁有何種資料庫可供偵查犯罪時之應用？（Ａ）全民指紋資料庫（Ｂ）犯罪人指紋資料庫（
Ｃ）全民DNA 資料庫（Ｄ）全民影像資料庫。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四部分「犯罪偵查歷屆試題彙編」頁865。】
（Ａ）四向連結（four way linkage）是指刑案現場、被害人和嫌犯可經由何者產生連結關係，而重建犯罪事
實？（Ａ）物證（Ｂ）證人（Ｃ）法律（Ｄ）推理。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二部分「犯罪偵查測驗題庫」頁303。】
（Ｄ）  進行槍擊現場重建時，彈頭的何種特徵有助於研判不同彈頭是否射自同廠牌型號槍枝？（Ａ）形狀及
長度（Ｂ）結構及材質（Ｃ）顏色及重量（Ｄ）膛線刻畫痕。
（Ｃ）  搜索大範圍平坦方正之戶外現場時，最簡單有效率的搜索型態是：（Ａ）放射法（Ｂ）區塊法（Ｃ）
直線法（Ｄ）蛙跳法。
（Ｄ）何者為命案偵查之起點？（Ａ）凶器（Ｂ）嫌犯（Ｃ）贓物（Ｄ）屍體。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二部分「犯罪偵查測驗題庫」頁451。】
（Ａ）下列那些項目可用來研判屍體之死亡時間？屍體肛溫、屍斑、屍蛆、屍體胃排空狀態：（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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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Ｄ）。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二部分「犯罪偵查測驗題庫」頁442。】
（Ｄ）  關於中毒案件現場之處理，下述何者正確？（Ａ）救護傷患為第一要務，若被害人呼吸停止，應立即
實施CPR（Ｂ）現場之食物或飲料可能有毒物，不應採集，以免中毒（Ｃ）查訪被害人家屬之證詞最
為可信，可用以排除其他證人之證詞（Ｄ）應注意屍體之各種異常特徵，以便協助研判毒物種類。
（Ｂ）  下列那些措施對竊盜案之偵查破獲有立即之助益？  配合贓物資料庫執行查贓、  建立竊盜犯DNA資
料庫、  建立竊盜犯指紋資料庫、  加強道德教育：（Ａ）  （Ｂ）  （Ｃ）  （Ｄ
）。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四部分「犯罪偵查歷屆試題彙編」頁865。】
（Ｃ）  在菜市場趁騎士不備，公然取走機車前方菜籃內之錢包者，構成何種類型之犯罪？（Ａ）普通竊盜（
Ｂ）強盜（Ｃ）搶奪（Ｄ）加重竊盜。
【註：參PE024《新編刑法問答大全》，第十六章「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534。】
（Ｄ）  偵查擄人勒贖案件時，下述何種方法最能控制贖款之交付，避免付贖車輛脫離偵查人員之監控？（Ａ
）在家屬交付贖款之汽車裝設衛星定位追蹤設備（Ｂ）以警用直昇機在上空監控家屬交付贖款車輛行
蹤（Ｃ）根據家屬之手機訊號進行交付贖款車輛之基地台定位（Ｄ）由偵查人員充當家屬進行付贖。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215。】
（Ａ）性侵害犯罪被害人身體的那些部位可能留有來自嫌犯之生物跡證？陰道、肛門、乳房、指甲
縫：（Ａ）（Ｂ）（Ｃ）（Ｄ）。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80。】
（Ｃ）  下列現場鞋印特徵，何者可用來連結特定犯罪嫌疑人與現場之關係？（Ａ）鞋印之分布狀態（Ｂ）現
場鞋印數量（Ｃ）鞋印之花紋特徵及尺寸（Ｄ）鞋印殘留於現場之位置。
（Ａ）  偵查詢問遭性侵害之兒童時，除顯無必要者外，應由下列何者陪同進行？（Ａ）社工人員（Ｂ）醫護
人員（Ｃ）家人（Ｄ）學校老師。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10。】
（Ｄ）  命案現場執行三層封鎖線之現場保全措施後，下列何者不得進入最內層屍體所在之現場中心？  路人
、  高級長官、  媒體記者、  急救人員：（Ａ）  （Ｂ）  （Ｃ）  （Ｄ） 
。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212。】
（Ｂ）  某甲為詐領保險金，誘騙流浪漢某乙至家中浴室將其溺死，再將屍體丟棄於大漢溪，十數日後某乙屍
體在淡水河口河岸邊被發現，請問發現屍體之地點應稱為：（Ａ）第一現場（Ｂ）第二現場（Ｃ）第
三現場（Ｄ）第四現場。
【註：參PE040《新編犯罪偵查》，第二部分「犯罪偵查測驗題庫」頁302。】
（Ｂ）  依據「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施行細則」規定，執行去氧核醣核酸之採樣時，下述三種樣品的採樣優
先順序依序為何？  唾液、  血液、  毛髮：（Ａ）  （Ｂ）  （Ｃ）  （Ｄ） 

。
【註：參PK029《新編刑事鑑識》，頁43。】
（Ｃ）  警察人員於公共場所，對合理懷疑有犯罪之嫌疑者予以攔停進行身分查證，在現場顯然無法查證該人
民身分時，得將其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Ａ）十二小時（Ｂ）六小時（Ｃ）
三小時（Ｄ）二小時。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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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三等考試
「警察學」題解
（Ｄ） 美國於1972至1973年之堪薩斯市巡邏研究，衡量傳統式巡邏之效果，將研究對象劃分為反應組、主動
組及控制組，下列何者為其研究方法？（Ａ）比較法（Ｂ）調查法（Ｃ）觀察法（Ｄ）實驗法。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一章「警察學緒論」頁32。】
（Ｂ）  就警察之定義加以分析，下列何者屬於警察之本質？（Ａ）強制手段及國家施政（Ｂ）行政作用及依
據法令（Ｃ）運用權力及防止危害（Ｄ）維護道德及宣達政令。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一章「警察學緒論」頁8。】
（Ｃ）日本昔日的「特高警察」是為：（Ａ）專業警察（Ｂ）刑事警察（Ｃ）政治警察（Ｄ）行政警察。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一章「警察學緒論」頁22。】
（Ｂ）  現代警察於西元何年在英國倫敦出現？（Ａ）一八ＯＯ年（Ｂ）一八二九年（Ｃ）一八五Ｏ年（Ｄ）
一八六Ｏ年。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三章「警察史實」頁112。】
（Ａ）  警察制度如全國沒有一元化的警察組織系統，屬於何派的警察制度？（Ａ）海洋派（Ｂ）大陸派（Ｃ
）回教派（Ｄ）社會主義派。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三章「警察史實」頁118。】
（Ｂ）下列為我國歷代有關治安方面之職官。試依時間順序，先後排列：五城兵馬指揮司、司虣、左
右警巡院、執金吾：（Ａ） （Ｂ） （Ｃ） （Ｄ）。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三章「警察史實」頁124。】
（Ｄ） 明治維新（1867－1911）時期，下列何人從歐洲諸國引進現代警察制度到日本，後人稱之為日本警察
之祖？（Ａ）川島浪速（Ｂ）後藤新平（Ｃ）伊藤博文（Ｄ）川路利良。
（Ｃ）  據學者考證，將近代警察傳入中國並確立警察制度的雛形，約在下列何朝代？（Ａ）明朝末期（Ｂ）
清朝初期（Ｃ）清朝末期（Ｄ）民國初年。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三章「警察史實」頁106。】
（Ｂ）  有關16、17世紀警察國時期普魯士警察制度的特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所有國家高權皆屬警
察之職權（Ｂ）警察為維持封建主政權，只實施干涉，不包括福利任務（Ｃ）警察任務範圍及於社會
與經濟各領域（Ｄ）警察行政相當於國家行政。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十一章「警察學結論」頁621。】
（Ｂ）  有關現代警察蓬勃發展的因素，不包括下列何者？（Ａ）科學發達（Ｂ）警察國家（Ｃ）萬能政府（
Ｄ）民主思想。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十一章「警察學結論」頁619。】
（Ｃ）  為了使民眾自動守法，警察工作的最終目的是以何者達成社會秩序與規範？（Ａ）精良的裝備（Ｂ）
最大的警力（Ｃ）最小的強制力（Ｄ）加強處罰。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一章「警察學緒論」頁15。】
（Ｃ）  內政部警政署行政組對縣市警察局行政課（科）在業務上的監督，是基於下列何種關係而為？（Ａ）
指揮（Ｂ）命令（Ｃ）指導（Ｄ）領導。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五章「警察組織」頁260。】
（Ｂ）  警察人員之職位保障制度，是屬於馬斯洛（Maslow, A. H.）的需要層次理論（hierarchy of needs）之
何種需求？（Ａ）生理需求（Ｂ）安全感需求（Ｃ）歸屬需求（Ｄ）尊榮需求。
（Ｂ）  警察人員之專案考績可否與平時考核功過相抵？（Ａ）可以（Ｂ）不可以（Ｃ）沒有規定（Ｄ）視情
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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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60。】
（Ｄ）  警察機關要發揮「行政三聯制」的實效，應有下列何種作為？（Ａ）警政高層負責訂定各項專案計畫
，不需要徵詢基層人員的意見（Ｂ）基層人員負責專案計畫的執行，不需要過問計畫的目的（Ｃ）計
畫執行時，不需要嚴密的考核（Ｄ）在計畫之先，應先看看以前執行考核的結果。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五章「警察組織」頁283。】
（Ａ）  警察記錄證明書（俗稱良民證）之發給，在性質上屬於：（Ａ）警察確認處分（Ｂ）警察形成處分（
Ｃ）警察下令處分（Ｄ）警察給付處分。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55。】
（Ｂ）  法院對於民眾針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提出之聲明異議所做之決定，稱之為：（Ａ）再審（Ｂ）裁
定（Ｃ）判決（Ｄ）覆議。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測驗精粹》，第一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頁1-1-37。】
（Ｄ）  為推動社區警政，警察機關於遊行許可處分書上附加被處分人應繳納社區發展基金之要求。此種作法
違反下列何原則？（Ａ）法律優位原則（Ｂ）信賴保護原則（Ｃ）比例原則（Ｄ）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四章「警察權」頁157。】
（Ｂ）  關於警察職務行為，選出錯誤的敘述？（Ａ）警察偵查刑案，性質上屬於輔助司法行為（Ｂ）警察即
時強制屬司法行為，應根據刑事訴訟法作為（Ｃ）警察實施行政調查，可以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作為
（Ｄ）警察臨檢，可以根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為之。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四章「警察權」頁155。】
（Ｄ）  依法得行使警察權之人，不包括下列何者？（Ａ）民用航空器之機長（Ｂ）私人商船之船長（Ｃ）議
會主席（Ｄ）工廠警衛。
（Ｃ）  依陳立中先生的論述，司法警察業務規範依法協助偵查犯罪，執行搜索、扣押、拘提、逮捕之權責的
機關、人員為何？（Ａ）檢察機關與警察人員（Ｂ）檢察機關與檢察官（Ｃ）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
Ｄ）警察機關與檢察官。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四章「警察權」頁164。】
（Ｂ）  下列何者掌理全國警察行政，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市）警衛之實施？（Ａ）行政院
（Ｂ）內政部（Ｃ）警政署（Ｄ）立法院。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77。】
（Ｃ）  交通管理三E政策中，何者重在治標？（Ａ）交通教育（Ｂ）交通工程（Ｃ）交通執法（Ｄ）交通監
察。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十二章「歷屆試題彙編」頁689。】
（Ａ）  依業務性質區分，下列何者為專業警察？（Ａ）鐵路警察（Ｂ）保安警察（Ｃ）交通警察（Ｄ）刑事
警察。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九章「警察業務」頁478。】
（Ｃ）  下列理論，何者適合用來解釋我國警察預算的變化趨勢？（Ａ）菁英理論（Ｂ）博奕理論（Ｃ）漸進
理論（Ｄ）系統理論。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二章「警察行政」頁95。】
（Ｄ）  有關警察人事管理最主要的法規是：（Ａ）公務人員任用法（Ｂ）公務員服務法（Ｃ）公務人員陞遷
法（Ｄ）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115。】
（Ｃ）警察人員年終考績，考列丁等，應予：（Ａ）撤職查辦（Ｂ）記大過處分（Ｃ）免職（Ｄ）停職。
【註：參公務人員考績法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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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以我國論，下列何者已成為選用警察人員最重要的方法？（Ａ）甄別（Ｂ）考試（Ｃ）選舉（Ｄ）抽
籤。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八章「警察人事」頁427。】
（Ｂ）  我國警察教育制度的建立，主要依據的法規除警察教育條例外，尚有：（Ａ）公務人員考試法（Ｂ）
警察法（Ｃ）警察人員人事條例（Ｄ）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七章「警察學教育與訓練」頁355。】
（Ｃ）  警察組織中，身為高階管理者必須對社會脈動資訊有概念，並能協調整合各方意見動向，因此下列何
者為其需具備之主要能力？（Ａ）人際能力與技術能力（Ｂ）技術能力與知識能力（Ｃ）人際能力與
概念化能力（Ｄ）概念化能力與技術能力。
（Ｂ）  我國警察教育條例規定，警正班屬於下列那一種警察教育？（Ａ）養成教育（Ｂ）深造教育（Ｃ）進
修教育（Ｄ）高等教育。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七章「警察學教育與訓練」頁356。】
（Ｃ）  日本的警察教育制度採三級制，「警部」的培養是由何者辦理？（Ａ）都道府縣警察學校（Ｂ）皇宮
警察學校（Ｃ）警察大學校（Ｄ）管區警察學校。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七章「警察學教育與訓練」頁379。】
（Ｄ）中央警察大學現有學制中，不包括：（Ａ）學系（Ｂ）研究所（Ｃ）二年制技術系（Ｄ）專修科。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七章「警察學教育與訓練」頁356。】
（Ｃ）  依據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35號解釋，警察勤務條例是何性質之法規？（Ａ）組織法（Ｂ）行為法（Ｃ
）組織法兼行為法（Ｄ）實體法。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53。】
（Ｄ）警政學者David H. Bayley 曾經對多國警政模式進行研究，他將下列何種警政模式的操作性定義歸納
為：諮詢（Consultation）、調適（Adaptation）、動員（Mobilization）及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四項，簡稱為CAMPS？（Ａ）專業化時期警政（Ｂ）案件導向警政（Ｃ）被動反應警政（Ｄ）社
區警政。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39。】
（Ａ）警政中的「SARA（Scanning, Analysis, Response, Assessment）」模式，又被稱為：（Ａ）問題導
向警政（Ｂ）快速反應警政（Ｃ）政治看守型警政（Ｄ）專業化時期警政。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48。】
（Ｄ）  我國警察實務單位推行社區警政有三項主要工作，下列何者不在其中？（Ａ）為民服務（Ｂ）民力運
用（Ｃ）犯罪預防（Ｄ）破案績效。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十章「警察勤務」頁567。】
（Ａ）  下列何者是台灣與日本施行社區警政的特色與優勢？（Ａ）警勤（受持）區制度（Ｂ）汽機車巡邏（
Ｃ）臨檢勤務（Ｄ）強調立即反應的勤務作為。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十章「警察勤務」頁514。】
（Ｂ）  關於直接強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以義務人為強制對象（Ｂ）應徵收強制費用（Ｃ）須先經
告誡程序（Ｄ）得以實力排除義務人抗拒。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四章「警察權」頁179。】
（Ｃ）  小區域的徒步巡邏較適用在何種情況？（Ａ）人口稀少的地區（Ｂ）民眾活動不頻繁的地區（Ｃ）人
口稠密、民眾活動頻繁的地區（Ｄ）任何地區都適用。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十章「警察勤務」頁549。】
（Ｂ）  下列何種案件，不服警察處分者應先向上級警察機關申復？（Ａ）違反集會遊行法罰鍰案件（Ｂ）撤
銷遊行許可案件（Ｃ）交通違規舉發案件（Ｄ）流氓認定告誡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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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五篇「集會遊行法」頁5-17。】
（Ａ）  下列關於警察勤務的敘述，何者錯誤？（Ａ）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源自社會秩序維護法（Ｂ）警
察勤務條例之母法為警察法（Ｃ）警察分駐派出所設置基準係根據警察勤務條例訂定（Ｄ）大法官會
議釋字第535號解釋促成警察職權行使法的誕生。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
（Ｃ）  下列關於警察勤務區的敘述，何者錯誤？（Ａ）警察勤務區，是空間責任制的具體運用（Ｂ）警察
勤務區是警察勤務的基本單位（Ｃ）警察勤務區是「晝夜執行」原則的實踐（Ｄ）警察勤務區劃分以
五百戶、二千人口為原則。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十章「警察勤務」頁524。】
（Ａ）  下列關於見警率的敘述，何者錯誤？（Ａ）只有透過見警率才能有效壓抑犯罪（Ｂ）見警率是減少犯
罪機會的方法之一（Ｃ）警察人員穿著制服可以讓警察人員接受民眾監督（Ｄ）單人巡邏是提高見警
率的方式之一。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二章「警察行政」頁66。】
（Ｄ）  根據梅可望先生的觀點，下列何者不是現代警察在勤務制度上的發展方向？（Ａ）機動性的強化（Ｂ
）人力時間的節約（Ｃ）組合警力的運用（Ｄ）組織上求其分離獨立。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十章「警察勤務」頁513。】
（Ｄ）  研究顯示，犯罪不是隨機平均分佈在各個地區，而是相當大量的犯罪集中於少數地點，此現象經常成
為警察機關預測犯罪發生的重要資訊，以及實施預警式策略的根據。該地點在學理上稱為：（Ａ）警
勤區（Ｂ）必特區（Beat）（Ｃ）聯防區（Ｄ）犯罪熱點（Hot Spot of Crime）。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十二章「歷屆試題彙編」頁698。】
（Ｂ）  為使證物的原有特質能夠彰顯，以及獲得更多證物，應該強化警察人員那方面的訓練？（Ａ）審訊科
技（Ｂ）鑑識科技（Ｃ）醫療科技（Ｄ）監控科技。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九章「警察業務」頁463。】
（Ａ）  就警察工作推動而言，犯罪預防工作的屬性為何？（Ａ）是必須透過警察與民眾共同參與的工作（Ｂ
）是警察給予民眾的服務（Ｃ）是必須由民眾自己來承擔的工作（Ｄ）犯罪預防工作吃力不討好，警
察只需將犯罪偵查工作做好。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九章「警察業務」頁489。】
（Ｄ）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相關資料時，應經下列何者核准後實施？  偵查隊長、

刑警大隊長、警察分局長、警察局長：（Ａ）（Ｂ）（Ｃ）（Ｄ）。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25。】
（Ａ）  根據梅可望先生的論述，警察行政不受政黨政治的影響，警察人員和警察行政在政黨相互競爭時，保
持超然地位，稱為：（Ａ）體制一元化（Ｂ）政治中立化（Ｃ）勤務社區化（Ｄ）分布全面化。
【註：參PE037《新編警察學測驗精粹》，第二章「警察行政」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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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三等考試
「法學知識（包括中華民國憲法、法學緒論）」題解
（Ａ）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有關人民換發身分證是否須捺指紋涉及對「隱私權」之限制。該隱
私權屬憲法第幾條之保障範疇？（Ａ）憲法第22條其他自由及權利（Ｂ）憲法7條平等權（Ｃ）憲法
第11條表現自由（Ｄ）憲法第12條秘密通訊自由。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中華民國憲法相關時勢、法規及大法官會
議解釋令」頁331。】
（Ｃ）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下列何種基本權利，具有追求真理、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
的功能，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Ａ）職業自由（Ｂ）宗教自由（Ｃ）言論自由（Ｄ）思想自
由。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中華民國憲法相關時勢、法規及大法官會
議解釋令」頁288。】
（Ｄ）  行政程序法第6條：「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其實可說是那一種憲法上基本
權利的表現？（Ａ）生存權（Ｂ）訴訟權（Ｃ）參政權（Ｄ）平等權。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中華民國憲法相關時勢、法規及大法官會
議解釋令」頁336。】
（Ａ）  國家以法律規定強制全體國民參加全民健康保險，是否違憲？（Ａ）該規定係基於社會互助、危險分
擔及公共利益之考量而來，符合憲法推行全民健保之意旨，故不違憲（Ｂ）因可能違反人民意願，增
加支出，有侵害人民權利，故屬違憲（Ｃ）因為是國家既定政策，所以不會有違憲問題（Ｄ）已超越
憲法所明文規定之納稅、服兵役及受國民教育三種義務，故屬違憲。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中華民國憲法相關時勢、法規及大法官會
議解釋令」頁405。】
（Ｃ）  下列何者是憲法第80條所稱的法官？（Ａ）書記官（Ｂ）檢察官（Ｃ）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Ｄ）
司法院秘書長。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中華民國憲法相關時勢、法規及大法官會
議解釋令」頁313。】
（Ｂ）  下列那一種人民的權利，因為憲法第13章「基本國策」之規定，而最受到最多之限制？（Ａ）人身自
由（Ｂ）財產權（Ｃ）結社自由（Ｄ）服公職之權利。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141。】
（Ａ）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為避免人民遭遇緊急危難，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但須
於發布後10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之效力如何？（Ａ）立即失效（Ｂ
）經總統確認後失效（Ｃ）經行政院確認後失效（Ｄ）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後失效。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94。】
（Ｂ）  下列何者非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Ａ）軍校學生（Ｂ）司法人員（Ｃ）替
代役男（Ｄ）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中華民國憲法相關時勢、法規及大法官會
議解釋令」頁361。】
（Ｄ）  依憲法規定，選舉須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方式行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普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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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是禁止立法者設定一般性的、適用於全體國民的限制性條件，例如禁止取得選舉權的年齡限制（Ｂ
）政黨比例代表制並不屬於直接選舉，因政黨為被選舉的對象，而非候選人（Ｃ）於平等選舉的要求
下，僅考慮投票權行使之平等性，並不考慮影響投票之種種活動之平等性（Ｄ）依無記名投票原則，
投票人不必也不許揭示其票選的對象，而刺探選舉秘密者，依刑法規定，亦須負刑責。
（Ｂ）  憲法規定，選舉訴訟由下列那一機關管轄？（Ａ）中央選舉委員會（Ｂ）法院（Ｃ）憲法法庭（Ｄ）
行政院。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241。】
（Ｃ）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
範圍，而形成個人之何種狀況時，國家應予合理補償？（Ａ）普通犧牲者（Ｂ）一般犧牲者（Ｃ）特
別犧牲者（Ｄ）常態犧牲者。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中華民國憲法相關時勢、法規及大法官會
議解釋令」頁320。】
（Ａ）  關於婦女參政權之保障，憲法規定有：（Ａ）婦女當選名額之保障（Ｂ）婦女參選名額之保障（Ｃ）
女性當選人免於罷免之保障（Ｄ）女性候選人票數依男女比例加倍計算之保障。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93。】
（Ｂ）  人民權利之限制，憲法明文規定應以法律規定者，稱為：（Ａ）國會支配（Ｂ）國會保留（Ｃ）國會
優位（Ｄ）國會決定。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52。】
（Ｂ）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傳述誹謗事項之大眾傳播媒體的免責條件為何？（Ａ）行為人須
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且有實據，始得免責（Ｂ）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認為其有相當理由
確信其為真實者，即得免責（Ｃ）行為人提出所傳述事實之資料來源，即得免責（Ｄ）必須有其他證
人出面作證，方得免責。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中華民國憲法相關時勢、法規及大法官會
議解釋令」頁288。】
（Ｄ）  依地方制度法第69條第2項規定，各級地方政府有依法得徵收之財源而不徵收者，上級政府得採下列
何種處置？（Ａ）課處罰鍰（Ｂ）限期命其徵收（Ｃ）代行徵收（Ｄ）酌減補助款。
【註：參地方制度法第69條。】
（Ｄ）  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家庭照顧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僅限女性受僱者，男性受僱者不得請
家庭照顧假（Ｂ）家庭照顧假之請假日數，不計入事假之日數計算（Ｃ）受僱於雇用五十人以上雇主
之受僱者，才能請家庭照顧假（Ｄ）受僱者之配偶未就業時，須有正當理由才能請家庭照顧假。
【註：參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0條。】
（Ｂ）  2003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對審判實務最大的衝擊在於引進何種與當事人主義有關之制度？（Ａ
）和解成立即撤回告訴之制度（Ｂ）交互詰問制度（Ｃ）緩起訴制度（Ｄ）當事人合意決定法官人選
制度。
【註：參PE046《新編刑事訴訟法》，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各論」頁331。】
（Ｂ）  以下法律，何者業經廢除並另訂新法？（Ａ）老人福利法（Ｂ）兒童福利法（Ｃ）勞工退休金條例（
Ｄ）社會救助法。
【註：兒童福利法於民國93年6月2日廢止。】
（Ａ）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係由下列何者所公布？（Ａ）總統（Ｂ）行政院（Ｃ）行政院衛生署（Ｄ）立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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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155。】
（Ｂ）  對於某種事實之存在或不存在，依據法的政策而為暫時的假設，稱為：（Ａ）擬制（Ｂ）推定（Ｃ）
類推適用（Ｄ）適用。
【註：參PE021《新編法學緒論測驗》，第一部分「法學緒論重點整理暨精選測驗題庫」頁180。】
（Ｄ）  以下何者屬行政機關適用法律之原則？（Ａ）原則上不告不理，例外依職權處理（Ｂ）違規情節重大
者，一事得二罰（Ｃ）法無明文禁止裁量者，行政機關即得任意自由裁量（Ｄ）上級機關得發布統一
解釋法令之行政規則。
【註：參PE021《新編法學緒論測驗》，第一部分「法學緒論重點整理暨精選測驗題庫」頁470。】
（Ａ）  下列何種敘述與法律保留原則有關？（Ａ）租稅法定原則（Ｂ）量能課稅原則（Ｃ）稅收效率原則（
Ｄ）租稅公平原則。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42。】
（Ｄ）  下列何者並未設置消費者保護官？（Ａ）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Ｂ）直轄市政府（Ｃ）縣（市）
政府（Ｄ）消費者保護團體。
【註：參消費者保護法第39條。】
（Ａ）  下列有關授與代理權之敘述，何者錯誤？（Ａ）代理權之授與應以書面為之，故應為要式行為（Ｂ）
代理權之授與得以書面或口頭為之（Ｃ）代理權之授與得為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Ｄ）代理權之授
與以意思表示為之即可，不必為一定之方式。
【註：參民法第103條。】
（Ｂ）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的認定，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的性質為何？（Ａ）醫療契約（
Ｂ）行政契約（Ｃ）行政命令（Ｄ）私法契約。
【註：參大法官釋字第533號解釋。】
（Ａ）  設甲有一棟房子先賣給乙，又賣給丙，最後又賣給丁，皆未完成登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丙
、丁購買在後，但與乙同樣有權請求甲交屋並移轉所有權（Ｂ）甲先將房子賣給乙，故只有乙可請求
甲交屋並將所有權登記給乙（Ｃ）丁為最後之買主，故只有丁可請求甲交屋並將所有權登記給丁（Ｄ
）甲若將所有權移轉登記給丙，乙可主張撤銷，因乙是最先之買受人。
【註：參民法第758條。】
（Ａ）  甲從美國寄一盒有毒的巧克力給住在台北的乙，乙出國，回國後，將已發霉的巧克力丟掉。甲的行為
是：（Ａ）障礙未遂（Ｂ）中止未遂（Ｃ）不能未遂（Ｄ）未了未遂。
【註：參PE021《新編法學緒論測驗》，第二部分「法學緒論、法學大意、法學知識歷屆試題彙編」
頁567。】
（Ｃ）  下列何者不屬於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工？（Ａ）電器工廠中的作業員（Ｂ）貿易公司的秘書人員（
Ｃ）職業棒球運動員（Ｄ）學校的技工、工友。
【註：參PE021《新編法學緒論測驗》，第一部分「法學緒論重點整理暨精選測驗題庫」頁376。】
（Ｂ）  下列關於刑法與陸海空軍刑法之敘述，何者為正確？（Ａ）兩者均為特別法（Ｂ）陸海空軍刑法為刑
法之特別法（Ｃ）陸海空軍刑法為以事為標準之特別法（Ｄ）刑法應優先於陸海空軍刑法適用。
【註：參PE021《新編法學緒論測驗》，第一部分「法學緒論重點整理暨精選測驗題庫」頁311。】
（Ｄ）  關於抵押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為擔保物權（Ｂ）得以不動產為標的（Ｃ）同一標的設定
有數抵押權時，抵押登記在先者優先受清償（Ｄ）抵押權人須占有抵押物。
【註：參PE021《新編法學緒論測驗》，第一部分「法學緒論重點整理暨精選測驗題庫」頁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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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三等考試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題解
幫派老大甲與丙間素有仇隙，乃唆使其手下乙殺害丙，當乙依甲之指示攜帶刀械前往遂行任務時，
不巧於前往丙家途中，為警盤查而查獲。試從我國刑法第二十九條教唆犯修正前後規定檢討甲、乙
二人刑事責任如何？
答：參PE024《新編刑法問答大全》，第七章「共犯」頁134-138。

甲於某日深夜酒後駕車返家，不慎將行人乙撞傷倒地，甲見狀畏罪加速逃逸，適為駕車跟隨在後
之丙發現，即自後追趕並攔下甲車及報警處理，經警當場測試甲呼氣之酒精濃度竟高達每公升0‧
七五毫克，而乙經路人送醫急救，倖免未死。試問對甲應如何論罪？
答：參PE024《新編刑法問答大全》，第十五章「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頁378-379。

甲某日提早下班，在任職之電子公司旁因會款糾紛殺乙。甲於警局調查時承認與乙因會款爭吵但否
認殺人，於審判中則否認當日與乙會面及殺人。嗣甲於民庭訴請乙子繼承給付會款時，於民庭法官
丙前言及殺乙，甲當日提早下班經守衛丁記載於工作日誌上，同事戊在公司上廁所時適望見甲殺乙
，於派出所初作筆錄時明確陳述望見情形，嗣於檢察官及法院偵審時則囿於同事之情否認望見之事
。問下列證據資料有無證據能力試分別說明之：
如甲被緊急拘提時拘提警官匆忙未告知得選任辯護人，其在警局中承認與乙爭吵之筆錄。
甲向民庭法官丙之陳述筆錄。
守衛丁記載之工作日誌。
戊在派出所之陳述筆錄。
答：參PE046《新編刑事訴訟法問答》，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緒論」頁43。
參PE046《新編刑事訴訟法問答》，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緒論」頁138。
參PE046《新編刑事訴訟法問答》，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緒論」頁42。
參PE046《新編刑事訴訟法問答》，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緒論」頁41。

送達文書依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由司法警察行之。甲係刑事被告，住於台北市大安
區，乙係轄區司法警察，依法送達甲 97 年7月1日審判期日傳票，問下列送達是否合法，試分別說明
之：
乙下班返家途中，於捷運板橋站巧遇甲，乃當面於車站將傳票交予甲。
乙於Sogo 地下超市巧遇甲之妻丙，將傳票交予丙。
乙於甲之住所會晤甲欲交傳票時甲拒絕並將乙趕出，乙匆促間將傳票自窗口丟入屋內桌上。。
乙赴甲住所三次均無人在家（中、午、晚各一次）乃在信箱內留字條，請甲至轄區派出所向乙領
取傳票。
答：參PE046《新編刑事訴訟法問答》，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緒論」頁98。
參PE046《新編刑事訴訟法問答》，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緒論」頁99。
參PE046《新編刑事訴訟法問答》，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緒論」頁99。
參PE046《新編刑事訴訟法問答》，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緒論」頁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