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警察法規概要」題解
（Ｃ）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義務人所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因被執行管收之後，其所負義務之法律效果如
何？（Ａ）免除二分之一（Ｂ）全部免除（Ｃ）不能免除（Ｄ）免除三分之二。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25。】
（Ａ）  行政執行法所稱行政執行，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及下列何者？（Ａ
）即時強制（Ｂ）土地徵收（Ｃ）強制工作（Ｄ）保安處分。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8。】
（Ｄ）  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使用警械，因而致第三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應由各該級政府支
付之費用項目，不包括下列何者？（Ａ）補償金（Ｂ）醫療費（Ｃ）慰撫金（Ｄ）和解金。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三篇「警械使用條例」頁3-17。】
（Ｃ）  警察人員之「相關權利」遭受強暴或脅迫時，得依警械使用條例使用警刀或槍械；惟該「相關權利」
不包括下列何者？（Ａ）生命（Ｂ）身體（Ｃ）財產（Ｄ）自由。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三篇「警械使用條例」頁3-11。】
（Ｂ）  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警械之種類及規格，由下列何者定之？（Ａ）內政部（Ｂ）行政院（Ｃ）法務
部（Ｄ）經濟部。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三篇「警械使用條例」頁3-7。】
（Ｄ）  警察所為之命令或處分，如有違法或不當時，人民得依法訴請下列何種救濟？（Ａ）民事救濟（Ｂ）
刑事救濟（Ｃ）調解救濟（Ｄ）行政救濟。
【註：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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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Ｂ）  關於拱衛中樞、準備應變及協助地方治安之警察業務，為何種警察業務？（Ａ）專任警察業務（Ｂ）
保安警察業務（Ｃ）刑事警察業務（Ｄ）機動警察業務。
【註：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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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Ａ）  下列何者之流氓行為構成要件，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不符？（Ａ）品行惡劣（Ｂ）霸佔地盤（Ｃ）白吃
白喝（Ｄ）恃強為人逼討債務。
【註：參大法官釋字第636號。】
（Ｃ）  警察依法管束人民，依其原因於必要時，得對其使用警銬；惟下列何種情形並非使用警銬之要件？（
Ａ）有自傷之虞時（Ｂ）毀損他人物品時（Ｃ）為防止其逃逸時（Ｄ）抗拒管束措施時。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36。】
（Ｄ）  下列何者並非警察職權行使法所稱須查訪「治安顧慮人口」之範圍？（Ａ）曾犯放火之罪者（Ｂ）曾
犯性侵害之罪者（Ｃ）經列入輔導流氓之人（Ｄ）曾犯詐欺之罪者。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29。】
（Ｂ）  警察依法查證人民身分，於符合特定要件時，得檢查人民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但其特定要件不包括
下列何者？（Ａ）有明顯事實認其有攜帶傷害他人身體之物（Ｂ）認其可能有攜帶犯罪嫌疑之虞之物
（Ｃ）依明顯事實足以認其有攜帶自殺之物（Ｄ）據明顯事實認其有攜帶自傷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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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警察職權行使法所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係指下列何種職務（或其相當職務）以上之長官？（Ａ）地
區警察分駐所長（Ｂ）警察分局勤務中心主任（Ｃ）警察分局警備隊長（Ｄ）地區警察分局長。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29。】
（Ｂ）  警察對有職業性犯罪之虞者，為防止其犯罪，可採取對其無隱私期待之行為，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
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惟其實施程序，應經過下列何者之書面同意？（Ａ）警政署長（
Ｂ）警察局長（Ｃ）警察分局長（Ｄ）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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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警察依事實足認集會遊行或其他公共活動參與者之行為，對公共安全有危害之虞，於該活動期間，得
予蒐集資料。惟其職權行使之授權，不包括下列何者？（Ａ）攝影（Ｂ）錄音（Ｃ）監聽（Ｄ）照相
。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19。】
（Ｃ）  警察人員受到服務機關所為之免職處分，致損害其權利而不服者，可提起下列何種救濟？（Ａ）申訴
（Ｂ）聲明異議（Ｃ）復審（Ｄ）抗告。
【註：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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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Ｂ）  警察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稱為：（Ａ）警
察命令（Ｂ）行政處分（Ｃ）警察強制（Ｄ）行政執行。
【註：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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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Ｄ）  行為人對於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罰鍰逾期不完納，警察機關得為如何之處理？（Ａ）逕予以拘留（Ｂ）
查封其財產（Ｃ）處以怠金（Ｄ）聲請易以拘留。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頁4-11。】
（Ｄ）  對現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人，經逕行通知到場者，警察機關有關留置期間之計算，應自何時
起算？（Ａ）現場調查時（Ｂ）筆錄調查完成時（Ｃ）告知留置時（Ｄ）抵達警察機關時。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頁4-36。】
（Ａ）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受裁定人對於簡易庭所為之裁定，如有不服者，得向下列何者提起抗告？（Ａ）
同法院普通庭（Ｂ）同法院治安法庭（Ｃ）高等法院（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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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4-41。】
（Ｂ）  某甲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應由下列何者裁罰？（Ａ）警察機關（Ｂ）法院簡易庭（Ｃ）
法院普通庭（Ｄ）內政部警政署。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頁4-86。】
（Ａ）  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其法定之制裁種類為何？（Ａ）罰鍰（Ｂ）有期徒
刑（Ｃ）罰金（Ｄ）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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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Ｃ）  具打擊底火且外型、構造、材質類似真槍者，稱為：（Ａ）玩具槍（Ｂ）戰鬥槍（Ｃ）模擬槍（Ｄ）
模具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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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Ｂ）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下列何者？（Ａ）法務部（Ｂ）內政部（Ｃ）國防部（
Ｄ）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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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Ａ）  流氓之留置及感訓執行處所隸屬於法務部；其執行有關流氓留置及感訓處分之事項，並受下列何者之
督導？（Ａ）高等法院（Ｂ）行政法院（Ｃ）內政部（Ｄ）行政執行處。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七篇「檢肅流氓條例」頁7-35。】
（Ｂ）  法院治安法庭對於檢肅流氓條例案件之有無管轄權，應以下列何時間為認定標準？（Ａ）流氓行為時
（Ｂ）受理時（Ｃ）裁定時（Ｄ）警察蒐證時。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七篇「檢肅流氓條例」頁7-21。】
（Ｄ）  檢肅流氓條例第2條所稱流氓行為之特性有三種；即不特定性、積極侵害性及下列何種特性而言？（
Ａ）組織性（Ｂ）常業性（Ｃ）惡質性（Ｄ）慣常性。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七篇「檢肅流氓條例」頁7-9。】
（Ａ）  檢肅流氓條例第2條所稱之其他有關治安單位，為下列何機關派駐在直轄市、縣（市）之單位？（Ａ
）法務部調查局（Ｂ）行政院海岸巡防署（Ｃ）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Ｄ）檢察機關。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七篇「檢肅流氓條例」頁7-8。】
（Ｄ）  流氓案件在感訓處分裁定確定後，因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足以影響裁定之結果，受感訓處分人得聲請
下列何種救濟？（Ａ）抗告（Ｂ）非常上訴（Ｃ）再審（Ｄ）重新審理。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七篇「檢肅流氓條例」頁7-29。】
（Ｃ）  警察人員發現年滿十八歲以上之人，正在實施流氓行為時，依法得實施何種處理作為？（Ａ）書面通
知其到案（Ｂ）口頭通知其到案（Ｃ）強制其到案（Ｄ）傳喚其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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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經認定為流氓受告誡者，如有不服，得向下列何者提出救濟？（Ａ）原裁定法院（Ｂ）縣（市）警察
局（Ｃ）原認定機關（Ｄ）直轄市警察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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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被處罰人依其經濟狀況不能即時完納罰鍰，得向下列何者申請許可分期繳
納？（Ａ）裁定之法院（Ｂ）執行之警察機關（Ｃ）內政部警政署（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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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4-37。】
（Ｂ）  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權利之行為，致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在裁處上應？（Ａ）減
輕二分之一（Ｂ）不予處罰（Ｃ）減輕三分之二（Ｄ）不能免責。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頁4-71。】
（Ａ）  室外集會之負責人，於收受主管機關不予許可之通知後，如有不服者，應提出何種救濟？（Ａ）申復
（Ｂ）抗告（Ｃ）聲明異議（Ｄ）申訴。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五篇「集會遊行法」頁5-26。】
（Ｃ）  集會遊行之撤銷，應於集會、遊行前以「何種方式」通知負責人？（Ａ）口頭明確說明（Ｂ）傳真方
式確認（Ｃ）書面載明理由（Ｄ）電話詳細告知。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五篇「集會遊行法」頁5-16。】
（Ｂ）  集會遊行原則上不得在禁制區舉行；下列何者並非集會遊行法上之禁制區？（Ａ）行政院（Ｂ）立法
院（Ｃ）司法院（Ｄ）考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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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稱為？（Ａ）聚集（Ｂ）遊行（Ｃ
）集會（Ｄ）示威。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五篇「集會遊行法」頁5-7。】
（Ｄ）  人民如因執行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遭受財產損失；此一請求補償，須達到何種損失程度始得提出
？（Ａ）一般損失（Ｂ）無預期損失（Ｃ）有償損失（Ｄ）特別損失。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38。】
（Ｂ）  行政機關對於軍器、凶器及其他危險物，為預防危害之必要，得扣留之；此一職權學理上稱為？（Ａ
）直接強制（Ｂ）即時強制（Ｃ）間接強制（Ｄ）代履行。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33。】
（Ａ）  有關行政執行之義務人不服法院關於管收之裁定，得提起抗告；其程序準用下列何法律有關抗告程序
之規定？（Ａ）民事訴訟法（Ｂ）刑事訴訟法（Ｃ）行政訴訟法（Ｄ）訴願法。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44。】
（Ｃ）  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不服者，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提出何種救濟？（Ａ）申復救濟（
Ｂ）抗告（Ｃ）聲明異議（Ｄ）訴願。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14。】
（Ａ）  行政執行案件如已移送執行機關，其已開始執行涉及執行期間之計算；所稱「已開始執行」，不包括
下列何者？（Ａ）知悉義務人基本資料（Ｂ）通知義務人到場（Ｃ）要求義務人自動清繳應納金額（
Ｄ）通知義務人報告其財產狀況。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12。】
（Ａ）  社會秩序維護法所稱之特種工商業，指與社會秩序或善良風俗有關之營業；其範圍，由下列何者定之
？（Ａ）內政部（Ｂ）行政院（Ｃ）內政部警政署（Ｄ）司法院。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頁4-10。】
（Ｃ）  法定得使用警棍指揮之情形，不包括下列何者？（Ａ）戒備意外（Ｂ）疏導群眾（Ｃ）通知傳喚（Ｄ
）指揮交通。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三篇「警械使用條例」頁3-9。】
（Ｃ）  有關義勇警察、民防團隊等編組、訓練、運用之規劃、督導事項，由下列何者辦理？（Ａ）縣警察局
（Ｂ）警察分局（Ｃ）內政部警政署（Ｄ）警察派出所。
【註：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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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Ａ）  警察人員之法定加給，不包括下列何者？（Ａ）功績加給（Ｂ）職務加給（Ｃ）勤務加給（Ｄ）技術
加給。
【註：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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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Ｃ）  擬任警察官前，其擬任機關、學校應就其個人相關資料實施查核，但其項目不包括下列何者？（Ａ）
身心健康（Ｂ）品德、忠誠（Ｃ）財產狀況（Ｄ）素行經歷。
【註：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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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Ｄ）  依警察法規定地方警察機關之預算標準，其施行程序為何？（Ａ）縣（市）政府報請內政部核定（Ｂ
）內政部報請立法院核定（Ｃ）由行政院規定（Ｄ）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
【註：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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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人員之官等、俸給、職務等階、及官職之任免、遷調等，屬於何種事項？（
Ａ）警察官規（Ｂ）警察官制（Ｃ）警察教育（Ｄ）警察保障。
【註：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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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Ｃ）  警察官職採分立制，其官等之分類，下列何者正確？（Ａ）警監、警正、警務（Ｂ）警監、警士、警
佐（Ｃ）警監、警正、警佐（Ｄ）警監、警技、警佐。
【註：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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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Ｂ）  內政部掌理全國警察行政，其對各直轄市之實施警政、警衛及縣（市）實施警衛，有何種權限？（Ａ
）指揮命令（Ｂ）指導監督（Ｃ）督導考核（Ｄ）協調統合。
【註：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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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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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下列何項規定之目的係為「結合社區治安需求、建立警民夥伴關係、推行社區警政工作、強化警勤區
經營效能」：（Ａ）戶口查察作業規定（Ｂ）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Ｃ）治安顧慮人口查訪
規定（Ｄ）人民申請集會遊行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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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Ｃ）  下列何項非家戶訪查之正當行政程序：（Ａ）著制服並帶服務證件（Ｂ）訪查時主動表明身分（Ｃ）
民眾對警察身分有疑義即帶回分局盤查（Ｄ）告知訪查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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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Ｄ）  下列對警勤區員警之敘述何者不正確？（Ａ）應以久任為原則（Ｂ）為社區治安專責人員（Ｃ）遇有
警勤區員警出缺應優先派補（Ｄ）警勤區缺額未立即派補者，應由所長親自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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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Ｂ）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勤區之劃分，依人口疏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一千人口或三百戶以
下劃設一警勤區（Ｂ）二千人口或五百戶以下劃設一警勤區（Ｃ）三千人口或八百戶以下劃設一警勤
區（Ｄ）四千人口或一千戶以下劃設一警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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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Ａ）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第16條之規定，勤區查察以家戶訪查實施，每月編排勤查時數下列何者
正確？（Ａ）24小時以上（Ｂ）30至40小時（Ｃ）不得低於36小時（Ｄ）不得低於4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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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Ｃ）  警勤區員警每月至少應排定多少時間為社區治安諮詢時間：（Ａ）10小時以上（Ｂ）6小時以上（Ｃ
）2至4小時（Ｄ）不限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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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Ｂ）  對於勤區查察實際時數及編配管制之審核係由何單位負責：（Ａ）派出所（Ｂ）警察分局（Ｃ）警政
署（Ｄ）警察局戶口課成立之專責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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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敘述不正確：（Ａ）警勤區員警每上班日應連線登錄查看新增人口刑案資料（Ｂ）新遷入人
口如有犯案資料應建卡列管（Ｃ）警勤區員警接到戶政所戶籍登記申請書，應於七日內過錄於戶卡片
（Ｄ）新的戶卡片應於一個月內層轉警察局註記口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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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對於應受毒品尿液調驗人口之查訪，警勤區員警應：（Ａ）每三個月查訪一次以上（Ｂ）每二個月查
訪一次以上（Ｃ）每一個月查訪一次以上（Ｄ）半年查訪一次以上。
【註：本題答（Ａ）或（Ｃ）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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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Ａ）  對於最近五年內有刑案紀錄資料者，警勤區員警應：（Ａ）每三個月查訪一次以上（Ｂ）每二個月查
訪一次以上（Ｃ）每一個月查訪一次以上（Ｄ）半年查訪一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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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Ｄ）  對於轄內新遷入居民，警勤區員警應於何時實施現地訪查：（Ａ）半年內（Ｂ）三個月內（Ｃ）二個
月內（Ｄ）一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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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Ｂ）  下列有關警勤區家戶訪查之作為，何者敘述有誤？（Ａ）警勤區員警應主動參與轄區之集會、公益或
社團活動（Ｂ）對屢查不遇治安人口，應即報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Ｃ）遇有他轄治安顧慮人口，應
通報戶籍地警察機關（Ｄ）實施家戶訪查前，應檢視訪查對象四週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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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Ｃ）  對於轄內申報流動人口對象，警勤區員警應於何時現地訪查：（Ａ）一個月內（Ｂ）半個月內（Ｃ）
一週內（Ｄ）三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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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Ａ）  新任警勤區員警應於何時完成轄區全面家戶訪查一次：（Ａ）三個月內（Ｂ）半年內（Ｃ）一年內（
Ｄ）一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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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Ｄ）家戶訪查工作之主要目標為何？（Ａ）攻勢勤務（Ｂ）專案查察（Ｃ）校正戶籍（Ｄ）預防性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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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Ｂ）  警勤區員警執行勤區查察前，應事先擬妥下列何項表格：（Ａ）警勤區轄境圖（Ｂ）勤區查察腹案日
誌表（Ｃ）警勤區概況表（Ｄ）警勤區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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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Ｃ）家戶訪查平時係以下列何者作為輪流查察單位：（Ａ）村（Ｂ）里（Ｃ）鄰（Ｄ）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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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Ａ）  下列何項物品非勤區查察必備物品裝備：（Ａ）制式手槍與無線電通訊器材（Ｂ）警勤區員警聯繫卡
（Ｃ）服務證與家戶訪查簿（Ｄ）社區治安及為民服務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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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Ｂ）  有關家戶訪查之實施，下列敘述何者有誤：（Ａ）應於日間為之（Ｂ）與訪查對象約定者，得於
二十四時前實施（Ｃ）喜慶宴會時應以道賀與宣導反竊盜方式實施（Ｄ）用餐與午休時間應儘量避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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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Ｄ）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第45條之規定，勤區查察除一般家戶訪查外，下列有關聯合查察之敘述
何者正確？（Ａ）每半年一次（Ｂ）每三個月一次（Ｃ）每二個月一次（Ｄ）每月至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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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Ａ）  有關聯合查察實施方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以組合警力方式優先查察兩警勤區轄內特別人
口（Ｂ）以督導官與警勤區配合查察該警勤區特別人口（Ｃ）所長配合巡邏警力抽查轄內特別人口（
Ｄ）分局三組指定警勤區抽查治安顧慮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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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Ｂ）  新接任警勤區員警得於一週內（戶數九百戶以上應於十五日內），免除部分共同勤務，每日編排多少
時數之勤區查察勤務，俾專心從事社區警政工作？（Ａ）二小時（Ｂ）四小時（Ｃ）六小時（Ｄ）八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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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Ｃ）  下列何項圖、表、冊非勤區查察基本資料：（Ａ）家戶訪查簿（Ｂ）警勤區概況表（Ｃ）治安人口簿
冊（Ｄ）警勤區轄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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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Ａ）  警勤區記事簿應保持常新，並按序裝訂成冊，下列何者非其必備資料？（Ａ）戶卡片（Ｂ）警勤區交
接登記表（Ｃ）記事卡（Ｄ）記事卡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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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Ｃ）  目前口卡片、口索引卡之編管，下列何者正確：（Ａ）希臘數碼（Ｂ）羅馬拼音序列（Ｃ）四角號碼
（Ｄ）阿拉伯數字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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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Ｂ）  「查巡合一」巡邏箱之設置方式，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Ａ）由警勤區員警擇定（Ｂ）置巡邏簽章
表報派出所核定（Ｃ）擇定轄區治安、交通熱點或偏僻地區設置（Ｄ）設置巡邏箱後須於警勤區轄境
圖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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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Ａ）  家戶訪查無故缺查者，警勤區員警每件應懲處：（Ａ）申誡一次（Ｂ）申誡二次（Ｃ）記過一次（Ｄ
）記過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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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Ｄ）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察分局每半年實施警勤區員警家戶考詢一次，下列何者非其考
詢內容？（Ａ）轄區概況（Ｂ）重大或連續犯罪人口（Ｃ）轄內重要人士（Ｄ）政令宣導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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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Ｄ）「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之保存年限為：（Ａ）五年（Ｂ）四年（Ｃ）三年（Ｄ）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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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Ｂ）  依警察法第3條規定，警察勤務制度應由：（Ａ）地方政府訂立自治條例，報中央核備（Ｂ）中央立
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行之（Ｃ）地方立法並執行之（Ｄ）各地方因地制宜須經該地
最高行政首長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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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Ｂ）  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關於警察勤務機構之敘述，何者為非？（Ａ）警察分局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
性勤務執行機構（Ｂ）分駐所、派出所設置標準，由縣市警察局訂之（Ｃ）警察局於必要時，得設警
衛派出所（Ｄ）對於重點性勤務，警察局得逕為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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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勤務區之規劃，係由下列何單位負責：（Ａ）警政署（Ｂ）警察局（Ｃ）警察分局（Ｄ）派出（
分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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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Ａ）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7條規定，下列何者得設警察駐在所：（Ａ）偏遠警勤區（無法與其他警勤區實施
共同勤務者）（Ｂ）縣市政府所在地（Ｃ）重要交通設施（Ｄ）特殊重大刑案發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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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非警察勤務條例律定之勤務方式：（Ａ）勤區查察（Ｂ）配合行政單位行業稽查（Ｃ）備勤
（Ｄ）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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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Ｃ）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13條之規定，有關巡邏交通工具與路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Ａ）徒步巡邏
因缺乏速度、機動，已趨淘汰（Ｂ）汽車巡邏因機動快與民眾接觸最頻繁（Ｃ）巡邏線應彈性調整，
採定線、不定線，於定時、不定時交互行之（Ｄ巡邏線應注意逆線、順線、明線、暗線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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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15、16條有關勤務時間規定，下列敘述何者為非：（Ａ）服勤時間以勤四息八為
原則（Ｂ）每日應有連續八小時之睡眠時間為原則（Ｃ）聯合服勤時間每次二至四小時（Ｄ）每日勤
務以十小時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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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Ａ）  勤務規劃監督機構對服勤人員之編組、服勤方式、服勤時間之分配，應妥予規劃，並依此訂定下列何
種圖、表、冊？（Ａ）勤務基準表（Ｂ）警勤區概況表（Ｃ）轄區地境圖（Ｄ）警勤區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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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Ｂ）  有關勤務規劃之原則，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Ａ）勤務時間不留空隙（Ｂ）進修或常訓時間以輪休
時間為主（Ｃ）須經常控制適當機動警力（Ｄ）勤務方式應視需要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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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Ｂ）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17條之規定，勤務執行機構人員配置三至五人者，則其勤務規劃之分班服勤方式
，得採下列何制？（Ａ）三班制（Ｂ）半日更替制（Ｃ）全日更替制（Ｄ）夜間仍以值班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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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Ｄ）  警察勤務之裝備機具配備標準，係由下列何單位定之：（Ａ）分駐所、派出所（Ｂ）警察分局（Ｃ）
警察局（Ｄ）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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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各縣市警察局係何單位負責所屬警力之調度、指揮與管制：（Ａ）保安民防課（Ｂ）勤務指揮中心（
Ｃ）刑事警察大隊（Ｄ）督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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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聯合勤前教育之實施單位為：（Ａ）專業單位（Ｂ）分駐所、派出所（Ｃ）警察分局（Ｄ）各項專案
勤務之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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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下列何者非勤前教育施教內容：（Ａ）檢查服勤裝備（Ｂ）宣達重要政令（Ｃ）勤務檢討（Ｄ）體能
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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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勤務督導目的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Ａ）加強教育訓練（Ｂ）激勵工作士氣（Ｃ）指導工
作方法（Ｄ）考核勤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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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26條之規定，下列何時段非勤務督導之加強重點時段？（Ａ）黎明（Ｂ）重要節
日（Ｃ）午餐時段（Ｄ）暴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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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施行之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其母法依據為：（Ａ）警察法（Ｂ）警察勤務條
例（Ｃ）警察職權行使法（Ｄ）警察偵查犯罪規範。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26。】
（Ａ）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之規定，下列何項不列入查訪對象：（Ａ）傷害罪者（Ｂ）恐嚇取財罪者（
Ｃ）常業竊盜罪者（Ｄ）放火罪者。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27。】
（Ｂ）  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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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Ｂ）三年（Ｃ）一年（Ｄ）半年。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28。】
（Ｄ）  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主要目的，下列敘述何者最為正確：（Ａ）加強刑案績效爭取（Ｂ）落實社
區警政工作（Ｃ）發掘治安預警情資（Ｄ）防制治安顧慮人口再犯。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28。】
（Ｄ）  下列有關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作為，何者有誤：（Ａ）實施查訪應於日間為主（Ｂ）警察應著制服或
出示證件表明身分（Ｃ）查訪時注意避免影響查訪對象之工作及名譽（Ｄ）查訪時行方不明應即通報
八號分機協助查訪。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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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警察機關為確保機關安全，各分局均訂有：（Ａ）丕基計劃（Ｂ）警備計劃（Ｃ）警衛計劃（Ｄ）警
戒計劃。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第三篇「警衛、警戒、警備勤務
之實施」頁67。】
（Ａ）  以治安要點等級區分，臺北市長應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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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精粹》，第四篇「治安要點維護」頁90。
】
（Ｂ）  特種勤務道路警衛段，指揮官為：（Ａ）警察局長（Ｂ）警察分局長（Ｃ）分駐（派出）所所長（Ｄ
）憲兵隊隊長。
（Ａ）  依民防法規定，拒不參加或不辦理民防組訓等相關事宜者，處以：（Ａ）罰鍰（Ｂ）有期徒刑（Ｃ）
直接執行（Ｄ）強制解編。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第六篇「民力組訓與運用」頁272
。】
（Ｄ）有關民力編組，特種防護團幾年整編一次：（Ａ）一年（Ｂ）二年（Ｃ）三年（Ｄ）四年。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第六篇「民力組訓與運用」頁258
。】
（Ａ）  有關山地管制檢查所之管理事項，下列敘述何者為非？（Ａ）檢查所由各警察局分局選定報警察局核
准後設置（Ｂ）檢查所以配置警員四人為原則（Ｃ）檢查所勤務受該管分駐（派出）所之指揮監督（
Ｄ）警力不足時，得報請內政部警政署核准僱用原住民役畢青年在檢查所協勤。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第七篇「山地管制及海岸管制」
頁314。】
（Ｄ）  有關春安工作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非？（Ａ）實施期程以每年春節前十五天至後十五天為原則（Ｂ）
外勤員警勤休以維持正常為原則（Ｃ）協勤民力之運用以守勢勤務為主（Ｄ）春安工作以強化夜間攻
勢勤務為主。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第八篇「春安工作」頁335。】
（Ｂ）  春安工作實施計劃，由下列哪一單位訂定？（Ａ）內政部警政署（Ｂ）各縣（市）警察局（Ｃ）警察
分局（Ｄ）刑事警察局。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第八篇「春安工作」頁336。】
（Ｄ）  某甲團體欲從臺北縣新莊市之棒球場集合，遊行經過三重市進入臺北市中正一分局轄區之立法院前靜
坐，其申請集會遊行之程序應如何辦理？（Ａ）分別向臺北縣政府警察局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申請（
Ｂ）只需向共同上級機關之內政部警政署申請（Ｃ）分別向新莊分局、三重分局、中正一分局申請（
Ｄ）分別向臺北縣政府警察局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申請。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第十五篇「集會遊行」頁587。】
（Ｂ）  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之警力編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警網為基本編組單位（Ｂ）彈性編組
之運用不得打破小隊之建制（Ｃ）分隊為分類編組單位（Ｄ）分隊執行任務時得視需要實施彈性任務
編組。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第二篇「保安警察機關」頁35。
】
（Ｃ）  警察機關對違法聚眾活動之制止，下列之敘述何者為非？（Ａ）現場指揮官得授權他人實施制止（Ｂ

）對集體性違法行為之制止應以公開方式宣達（Ｃ）制止係違法聚眾行為發生前之處置（Ｄ）對個別
違法行為之制止可由在場目睹之任一幹部為之。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第十五篇「集會遊行」頁584。】
（Ｄ）  警察機關對集會遊行活動實施蒐證，其法律依據為：（Ａ）集會遊行法（Ｂ）警察犯罪偵查規範（Ｃ
）行政執行法（Ｄ）警察職權行使法。
【註：參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九條。】
（Ｂ）  有關守望相助巡守隊之裝備管理規定，下列何者為非？（Ａ）執行守望相助巡守勤務所需之電警棒由
內政部購買配發（Ｂ）民間執行守望相助隊領用之裝備由警察局為統一管理單位（Ｃ）分駐（派出）
所對管理之裝備應每半個月清查一次並紀錄清查結果（Ｄ）警察分局應每半年實施裝備普查一次。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第十二篇「守望相助」頁440。】
（Ｂ）  下列有關守望相助巡守隊之敘述，何者為非？（Ａ）村（里）守望相助巡守隊之業務單位為縣市政府
民政局（Ｂ）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之業務單位為縣市政府警察局（Ｃ）公寓大廈守望相助巡守隊之業
務單位為縣市政府工務局（Ｄ）守望相助隊成立人員至少應有十二名。
（Ａ）  有關選舉投開票所之警衛規劃原則，下列何者為非？（Ａ）以分駐（派出）所為警衛之統一規劃單位
（Ｂ）投開票所以派警衛一人為原則（Ｃ）投開票所協勤警衛以義警、民防各派一人為原則（Ｄ）結
合轄內數個投開票所劃定巡邏區實施小區域巡邏。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第十七篇「保安警察學、警察實
務（保安）歷屆試題彙編」頁697。】
（Ｃ）  下列何者為戰時警務工作重點？（Ａ）強化民力組訓支援國軍戰力（Ｂ）有效監控聚眾活動穩定治安
（Ｃ）動員人力物資支援國軍作戰（Ｄ）動員民防支援偵查犯罪。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第三篇「警衛、警戒、警備勤務
之實施」頁69。】
（Ｂ）  為嚴密槍、彈管理，有關自衛槍枝與槍砲彈藥臨時總檢查作業，其檢查單位為：（Ａ）警勤區（Ｂ）
分駐（派出）所（Ｃ）警察分局（Ｄ）警察局。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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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Ａ）下列何者非鋼筆槍之主要組成零件？（Ａ）擊錘（Ｂ）槍管（Ｃ）撞針（Ｄ）槍機。
【註：參內政部（86）台內警字第8670683號公告。】
（Ｄ）  警察機關為確保各公職候選人之安全，下列有關安全警衛作業規定何者為非？（Ａ）安全警衛可由候
選人本人親自申請（Ｂ）安全警衛可由警察局主動指派（Ｃ）安全警衛須為現職警務佐以下職務（Ｄ
）安全警衛之指派為每一候選人二員。
（Ｂ）  特種勤務警衛的三項要求，不包括：（Ａ）防患未然（Ｂ）立即反制（Ｃ）迅速突變（Ｄ）迅速脫離
。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第三篇「警衛、警戒、警備勤務
之實施」頁55。】
（Ａ）  有關模擬槍之管理，下列敘述何者為非？（Ａ）專供外銷之公告查禁之模擬槍，其製造前應向內政部
警政署申請同意並核發文件（Ｂ）模擬槍係指外型、材質、各部組成零件或機械運作方式類似各國武
器工廠生產之槍枝，足以改造成具有殺傷力之槍枝（Ｃ）模擬槍係指具有類似槍機、撞針、擊錘等擊
發機構或預留有槍機安裝座等機構，足以改造成具有殺傷力之槍枝（Ｄ）公告查禁之模擬槍遺失者，
應向所在地之警察局辦理報繳執照。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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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Ｂ）  有關射擊運動槍枝彈藥之管理，下列敘述何者為非？（Ａ）射擊運動槍枝彈藥管理辦法係依據槍砲彈
藥刀械管理條例而訂定（Ｂ）會址在各縣市之射擊運動團體，各縣市政府應設置安全處所集中保管射

擊運動槍枝、彈藥（Ｃ）內政部及體委會應每年至少實施一次槍枝、彈藥檢查（Ｄ）提領射擊運動槍
枝、彈藥出國比賽，應以書面相關文件函報體委會核轉內政部申請出入境許可。
【註：參射擊運動槍枝彈藥管理辦法第6條。】
（Ｄ）  有關自衛槍枝管理，下列敘述何者為非？（Ａ）自衛槍枝執照，不論槍種為何，一律為二年（Ｂ）自
衛槍枝所配子彈，手槍每枝不得超過五十發（Ｃ）人民自衛槍枝，每戶不得超過甲乙種各二枝（Ｄ）
人民自衛槍枝查驗完竣後，應立即發給槍枝執照，不得稽延。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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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Ｄ）  警察機關為有效淨化治安環境及強化防處各項突發事故應變處置能力，請問下列哪一項非「永續營造
安寧社會」專案計劃策略二之強力貫徹公權力實施計劃工作之一：（Ａ）妥適防處聚眾活動（Ｂ）建
立與媒體良好信任與互動關係（Ｃ）強化機關內部管理及員警服勤態度（Ｄ）落實流氓及槍彈檢肅工
作。
【註：參內政部96年9月11日台內警字0960871457號函發「永續營造安寧社會專案計劃」。】
（Ａ）  為提升義勇警察暨山地義勇警察的協勤能力，新編義勇警察、山地義勇警察至少應實施基本訓練的時
間為：（Ａ）8小時（Ｂ）12小時（Ｃ）2日（Ｄ）3日。
【註：參PE023《新編保安警察學．警察實務（保安）測驗精粹》，第六篇「民力組訓與運用」頁235
。】
（Ａ）  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堵車，交通警察在道路上執行交通勤務時，其個人有何交通管理職權？（Ａ
）禁止、限制車輛或行人通行（Ｂ）劃定行人徒步區（Ｃ）禁止停車（Ｄ）禁止臨時停車。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一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頁1-1-6。】
（Ｄ）  下列何種法規對於警察人員執行交通違規之稽查取締規定最為詳盡？（Ａ）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Ｂ）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Ｃ）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Ｄ）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及處理細則。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四篇「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Ｄ）  對於違規行為「逕行舉發」的主要理由為何？（Ａ）駕駛人不在場（Ｂ）嚴重妨害交通安全（Ｃ）有
科學儀器取得證據（Ｄ）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一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頁1-1-6。】
（Ａ）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中，明確規範駕駛人行近下列何地點，應將時速減至15公里以下？（Ａ）鐵路平交
道（Ｂ）施工區域（Ｃ）行人聚集場所（Ｄ）學校附近。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二篇「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頁2-1-55。】
（Ａ）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何種行為，會被記違規點數「三點」？（Ａ）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因而
肇事致人受傷（Ｂ）在道路上蛇行而肇事致人受傷（Ｃ）強行闖越鐵路平交道而肇事致人受傷（Ｄ）
酒後駕車而肇事致人受傷。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一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頁1-1-35。】
（Ｄ）  道路交通違規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逾多久不得舉發？（Ａ）二年（Ｂ）一年（Ｃ）六個月（Ｄ）
三個月。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一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頁1-1-45。】
（Ｂ）  用路人交通違規不服主管機關所為之處罰，得於接到裁決書之翌日起多長期間內，向管轄地方法院聲

明異議？（Ａ）15日（Ｂ）20日（Ｃ）30日（Ｄ）三個月。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一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頁1-1-37。】
（Ｃ）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中規定，行車紀錄器除具有記錄汽車瞬間行駛速率的功能外，尚應具備哪一項功能
？（Ａ）事故發生過程（Ｂ）機件故障（Ｃ）行車時間（Ｄ）行駛距離。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二篇「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頁2-1-21。】
（Ｄ）  駕駛總重量逾3.5公噸之動力機械，駕駛人應具備哪一等級以上之駕駛執照？（Ａ）小客車（Ｂ）小
貨車（Ｃ）大客車（Ｄ）大貨車。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二篇「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頁2-1-46。】
（Ｂ）  酒後駕車執法所依據之酒精濃度標準，其單位以「毫克/公升」表示者，係指經下列何種方式檢測所
得？（Ａ）血液（Ｂ）吐氣（Ｃ）尿液（Ｄ）唾液。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四篇「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頁4-1-6。】
（Ｄ）  交岔路口行人穿越道繪設寬度主要受下列何種因素影響？（Ａ）經費預算（Ｂ）路口大小（Ｃ）號誌
週期長度（Ｄ）行人流量。
（Ｂ）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中規定，白色車道標線每一線段漆繪長度為幾公尺？（Ａ）3（Ｂ）4
（Ｃ）5（Ｄ）沒有限制。
【註：參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82條。】
（Ａ）  有關交通標誌警告、指示、禁制之意義，主要以下列何種特徵加以區別？（Ａ）牌面形狀（Ｂ）牌面
顏色（Ｃ）牌面文字（Ｄ）牌面圖案。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五篇「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頁5-1-5。】
（Ｄ）  下列何者為號誌化交岔路口實施「左轉早開」時制運作的關鍵條件？（Ａ）路口交通流量大且道路寬
度不足（Ｂ）號誌週期太短及時相限制（Ｃ）路肢不規則交岔（Ｄ）左轉車流大且無停儲空間。
（Ｄ）  車輛行經無號誌路口，以用路人的觀點下列何種幹支道區分方式最不明確？（Ａ）閃光號誌（Ｂ）讓
路標誌（Ｃ）讓路標線（Ｄ）車道數多寡。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二篇「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頁2-1-67。】
（Ｂ）  在市區高停車需求地區的路邊停車格位，通常採取短時間、高費率的停車管理策略，其主要交通管理
目的為何？（Ａ）增加停車費收入（Ｂ）提高車位轉換率（Ｃ）減少違規停車（Ｄ）增加停車延時。
（Ａ）  兩部同型小客車先後行經同一彎道，卻有不同命運，一部穩定行駛，另一部發生翻車，試問主要受何
因素影響？（Ａ）行駛速度（Ｂ）輪距（Ｃ）轉彎半徑（Ｄ）路面超高。
（Ａ）  對於交通事故現場進行交通管制，決定管制區域臨近漸變段長度，最相關的因素為何？（Ａ）行車速
度（Ｂ）事故現場亮度（Ｃ）道路寬度（Ｄ）事故規模大小。
【註：參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56條。】
（Ｃ）  在高速公路上進行交通事故現場測繪，最方便的方法為何？（Ａ）三點定位法（Ｂ）極座標法（Ｃ）
直角座標法（Ｄ）綜合法。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六篇「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頁6-1-23。】
（Ｄ）  進行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繪製，調查標的物之圖形表示，係以下列何者最適宜？（Ａ）立體圖（Ｂ）
透視圖（Ｃ）側視圖（Ｄ）上視圖。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六篇「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頁6-1-21。】
（Ｃ）  甲、乙兩車在交岔路口發生碰撞，甲車車頭正面凹損，乙車右前門凹陷，當甲車由南向北行駛，請問
乙車行向如何？（Ａ）由北向南行駛（Ｂ）由東向西行駛（Ｃ）由西向東行駛（Ｄ）無法判斷。
（Ｃ）  甲、乙、丙三車分別同向行駛在內、中、外三個車道，但不幸行駛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最可能的事
故原因為何？（Ａ）超速行駛（Ｂ）酒後駕車（Ｃ）變換車道（Ｄ）違規超車。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六篇「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頁6-1-29。】
（Ｂ）  下列何種球類運動原理，最適合用來解釋說明車輛發生交通事故的碰撞行為？（Ａ）桌球（Ｂ）撞球
（Ｃ）棒球（Ｄ）籃球。
（Ｃ）  兩部小客車發生碰撞過程，常會發生車體擺尾之旋轉，其理由主要為何？（Ａ）車輛前進慣性（Ｂ）
車輛緊急煞車（Ｃ）作用力與質心間存在力矩（Ｄ）車輛本身之轉向系統作用。
【註：參PE043《新編警察實務〈交通〉測驗精粹．道路交通法規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第二部分
「歷屆試題彙編」頁8-3-3。】
（Ｂ）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後，在現場留有輪胎血跡印痕，從印痕的間隔可以作何判斷？（Ａ）體傷嚴重程度
（Ｂ）車輛種類（Ｃ）行駛車速（Ｄ）肇事原因。

9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法學知識」題解
（Ｄ）  司法院釋字第499號解釋，認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四日國民大會通過憲法增修條文自行延長任期，
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合，其具體理由，不包括下列何者？（Ａ）違反國民主權原理（Ｂ）違反與選
民之約定（Ｃ）違反利益迴避原則（Ｄ）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時勢、法規及大法官會議解釋令」頁337。
】
（Ａ）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國家刑罰權之實現，對於特定事項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罪刑所為之規範，須
符合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始可謂達到憲法第23條所要求之何種原則？（Ａ）比例
原則（Ｂ）明確性原則（Ｃ）法律保留原則（Ｄ）法律優位原則。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憲法暨增修條文」頁58。】
（Ｂ）  外國人可否於我國任公務員，此牽涉外國人是否享有下述何種基本權的問題？（Ａ）自由權（Ｂ）服
公職權（Ｃ）財產權（Ｄ）生存權。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憲法暨增修條文」頁56。】
（Ｄ）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行政機關有無決定機關員額之權限？（Ａ）沒有，必須由立法院以法律定之
（Ｂ）沒有，必須由行政院統一決定之（Ｃ）有，完全由各機關視需要自行決定之（Ｄ）有，但需依
據準則性法律之規定，再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憲法暨增修條文」頁83。】
（Ａ）  下列何者為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應遵守的憲法規定或限制？（Ａ）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
加支出之提議（Ｂ）對於司法院所提司法概算，不得刪減（Ｃ）對於各機關所編列預算之數額，可以
在款項目節間移動增減（Ｄ）預算案的審議方式與一般法律案完全相同。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憲法暨增修條文」頁96。】
（Ｃ）  刑事被告享有詰問證人之權利，是屬於憲法上何種基本人權的保障？（Ａ）訴願權（Ｂ）審問權（Ｃ
）訴訟權（Ｄ）參政權。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時勢、法規及大法官會議解釋令」頁331。
】
（Ｂ）  保障個人基於內心自由思想與良心的各種精神性活動，可自由向外表達的權利為何？（Ａ）遷徙自由
（Ｂ）表現自由（Ｃ）工作權（Ｄ）居住自由。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憲法暨增修條文」頁48。】
（Ｃ）  依憲法第8條之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或拘禁時，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何種方
式告知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Ａ）口頭（Ｂ）電話（Ｃ）書面（Ｄ）當面。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憲法暨增修條文」頁46。】
（Ｄ）  居住及遷徙自由，其內容不包括下列何種權利？（Ａ）人民自由設定住居所（Ｂ）人民自由旅行（Ｃ
）人民自由入出境（Ｄ）人民自由脫離國籍。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憲法暨增修條文」頁47。】
（Ｂ）  下列何者非憲法保障工作權之本質？（Ａ）要求國家制定保障尊嚴生活的勞動基準條件（Ｂ）否認勞
動關係中之契約自由原理（Ｃ）要求國家建構失業生活保障之相關制度（Ｄ）要求國家創造就業機會
。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時勢、法規及大法官會議解釋令」頁290。
】
（Ａ）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行使解散立法院之權的前提條件為：（Ａ）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
信任案後十日內，並經諮詢立法院院長（Ｂ）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並經諮

詢行政院院長（Ｃ）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提出之覆議案，決議維持原案後十日內，並經諮詢行政院院長
（Ｄ）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提出之覆議案，決議維持原案後十日內，並經諮詢立法院院長。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憲法暨增修條文」頁257。】
（Ｂ）  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9條第1項關於「一律強制工作三年」的規定，其所採措施與所欲達成預
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不合憲法的何種要求？（Ａ）法律保留原則（Ｂ）比例原則（Ｃ）罪刑法
定原則（Ｄ）一事不二罰原則。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時勢、法規及大法官會議解釋令」頁323。
】
（Ｃ）  昔日違警罰法關於拘留、罰役處分之規定所以被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為違憲，其中最重要之理由，係以
人身自由之限制應以下列何機關為限？（Ａ）警察機關（Ｂ）檢察官（Ｃ）法院（Ｄ）國家安全局。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時勢、法規及大法官會議解釋令」頁314。
】
（Ｂ）  憲法本文明定人民之義務，不包含下列何項？（Ａ）納稅（Ｂ）投票（Ｃ）服兵役（Ｄ）受國民教育
。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憲法暨增修條文」頁57。】
（Ｃ）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479號解釋，團體名稱之選定，屬於何種基本權利之保障範圍？（Ａ）言論自由（
Ｂ）人身自由（Ｃ）結社自由（Ｄ）集會自由。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時勢、法規及大法官會議解釋令」頁324。
】
（Ｂ）  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規定，受僱者之生理假請假日數如何計算？（Ａ）併入事假計算（Ｂ）併入病
假計算（Ｃ）併入例假計算（Ｄ）併入特別休假計算。
【註：參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4條第1項。】
（Ａ）  下列何者不屬於一般所稱法律漏洞之補充方法？（Ａ）論理解釋（Ｂ）類推適用（Ｃ）目的限縮（Ｄ
）法律續造。
【註：參PE021《新編法學緒論測驗》，第十三章「歷屆試題彙編」頁483。】
（Ｂ）  依勞工保險條例原則上，兼職之勞工：（Ａ）不必加入勞工保險（Ｂ）應加入勞工保險（Ｃ）由勞工
自行決定是否加入（Ｄ）視其收入多寡而決定應否加入。
【註：參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
（Ｂ）  有關勞動基準法所定之特別休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依勞工年資多寡而區別不同休假日數（
Ｂ）特別休假性質上為保護勞工之身體健康，性質上亦屬勞工之義務（Ｃ）特別休假屬勞工之權利，
雇主雖不得拒絕，但仍可要求勞工考量企業正當需求而調整（Ｄ）勞工經雇主解僱而尚未行使當年度
之特別休假權利者，得一併請求特別休假工資給付。
【註：參勞動基準法第4章。】
（Ｃ）中華民國憲法係屬：（Ａ）欽定憲法（Ｂ）不成文憲法（Ｃ）剛性憲法（Ｄ）柔性憲法。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一篇「憲法之基本概念」頁5。】
（Ｂ）  以下何種法律業經廢除：（Ａ）貪污治罪條例（Ｂ）懲治盜匪條例（Ｃ）殘害人群治罪條例（Ｄ）懲
治走私條例。
【註：懲治盜匪條例於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公布廢止。】
（Ｄ）下列何者非法律之名稱？（Ａ）律（Ｂ）條例（Ｃ）通則（Ｄ）標準。
【註：參PE021《新編法學緒論測驗》，第四章「法律之淵源」頁63。】
（Ａ）下列何者非法規命令的名稱？（Ａ）要點（Ｂ）辦法（Ｃ）綱要（Ｄ）細則。
【註：參PE021《新編法學緒論測驗》，第四章「法律之淵源」頁65。】
（Ｃ）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隸屬於下列何機關？（Ａ）監察院（Ｂ）行政院（Ｃ）司法院（Ｄ）考試院。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憲法暨增修條文」頁109。】
（Ｄ）下列何者並非不動產？（Ａ）辦公大樓（Ｂ）農舍（Ｃ）土地（Ｄ）為供表演臨時搭建的舞台。
【註：參PE021《新編法學緒論測驗》，第十一章「法律關係」頁258。】
（Ｂ）  監護人與受監護人，於監護關係存續中，所締結之婚姻，其效力如何？（Ａ）無效（Ｂ）得撤銷（Ｃ
）效力未定（Ｄ）不成立。
【註：民法第984條。】
（Ａ）  父母親懲罰小孩的行為，如未過當，屬於下列何者？（Ａ）因為是依法令的行為而不罰（Ｂ）因為是
自助行為而不罰（Ｃ）因為是得承諾的行為而不罰（Ｄ）因為是正當防衛而不罰。
【註：民法第1085條。】
（Ａ）下列何者不是刑事制裁？（Ａ）罰鍰（Ｂ）有期徒刑（Ｃ）拘役（Ｄ）沒收。
【註：刑法第33、34條。】
（Ｂ）  下列何者非屬定型化契約條款？（Ａ）停車場收費牌告（Ｂ）個別磋商條款（Ｃ）電影院以字幕放映
之規定（Ｄ）公車儲值卡片上之約款。
【註：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
（Ｂ）  消費者第一次申訴，企業經營者未能妥善處理時，可向下列何者提出第二次申訴？（Ａ）縣（市）政
府消費者服務中心（Ｂ）消費者保護官（Ｃ）行政院（Ｄ）法官。
【註：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

9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刑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題解
甲於白天經過乙住宅，見門戶大開無人在內，擅自進入屋內，見客廳神桌上之神像掛有金牌多面，

甲認為此時有機可乘，於是自其皮包取出剪刀一把，將神像上掛金牌之棉線剪斷逕自取走，被乙當
場撞見，並抓住甲之衣袖，阻止其離去，甲用力將乙推開後，加以逃逸，試問：甲之罪責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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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585、465。】
 甲明知該光碟片為他人所盜拷，而該光碟片內已燒錄儲存被害人公司名稱及授權生產文字，卻仍販

賣給不知情的第三人，試問：甲之刑責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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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546。】
執行拘提與執行逮捕之人，有何異同？請詳述之。

【註：參PE046《新編刑事訴訟法問答大全》，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總論」頁179。】
我國刑事訴訟法為保障人權，對於強制處分有何限制，試說明之。

【註：參PE046《新編刑事訴訟法問答大全》，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總論」頁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