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8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交通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法規概要（包括警察法、行政執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械使用條例、

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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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乙兩人與 A、B 兩人在酒店前因停車問題互相對罵，繼而在馬路上

追逐互毆，因路人報警，警察多人迅速趕到現場喝令制止。惟其中 A、

B 見有警察前來仍然不服制止，意欲繼續與甲、乙鬥毆，並口出惡言，

大叫「警察有什麼了不起，警察是什麼東西，警察來了照打！」，因員

警中有人聞言後迅速取出辣椒水噴霧器對準 A、B，A、B 兩人才氣燄漸

消。警察將四人帶返警所後，四人雖都有顏面手腳等傷害，但均表示不

願告訴。請問：警察依法得為如何之處理？（25 分） 

二、警察在高雄市春日陸橋邊設置臨檢點，一一攔停經過之所有車輛查證身

分，包含機車與汽車。適有一名男子騎乘機車經過，不服攔停，亦不願

出示任何證件，雙方在現場僵持十分鐘。請問：警察設置這類臨檢點，

應依何種要件？又，警察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得對該名不願出示任何證件

之人為如何之處置？（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6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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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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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事件，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認有足以排除執行之權利時，得於執行程

序終結前，依法向： 
原處分機關聲明異議  行政執行處聲明異議  
管轄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管轄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2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所定違反本法案件之救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處罰人不服警察機關之處分者，得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 10 日內聲明異議 
原處分警察機關認為聲明異議無理由者，應於收受後 5 日內加具意見，送交簡易庭 
受裁定人對於簡易庭關於聲明異議所為之裁定不服，得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 
受裁定人對簡易庭就第 45 條移送案件所為之裁定不服，得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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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屬行政執行處得對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人核發禁止命令要

件之一？ 

已發現之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 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意不履行 

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情事 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4 有關集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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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或主持人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金 

在場助勢之人處 6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參加人未解散者處 3 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 1 萬 2 千元以下罰鍰 

首謀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5 下列何種違反行為，於社會秩序維護法分則中，並無明文規範須以故意為構成要件？ 

向公務員謊報災害  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 

窺視他人浴室，足以妨害其隱私 踐踏他人之田園或縱入牲畜 

6 有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相關處罰及其執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其經濟狀況不能即時完納罰鍰者，得於執行通知單送達之翌日起 10 日內，向警察機關申請

分期繳納 

裁定停止營業確定之案件，警察機關應以執行通知單，命被處罰人於通知送達之翌日起，停止

其營業 

經依本法處罰之行為人，於裁處確定之翌日起 3 個月內，再有違反本法行為者，得加重處罰 

申誡之執行，被處罰人未在場者，應由警察機關於 10 日內，將其處分書或裁定書送達之 

7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沒入，與其他處罰併宣告之。但違反本法行為所生、所得之物或查禁物，得單獨宣告之 

本法分則各章條文中所稱再次違反，並不以前後兩次行為均違反本法同條款之規定為限 

行為人或嫌疑人違反本法之行為，經警察人員當場發現者，其書面報告得作為證據之用 

警察機關處理違反本法之案件，有關文書送達之相關程序，準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辦理 

8 警察對於有事實足認其有參與組織性犯罪之虞者，為防止犯罪之必要，而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

資料蒐集活動，所蒐集之資料，於達成目的後，除為調查犯罪行為，而有保存之必要者外，依警

察職權行使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即銷毀之  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時起 1 年內銷毀之 

其保存屆滿 3 年者，得予銷毀 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時起 5 年內銷毀之 

9 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有關公務人員參與從事政治活動或行為，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即使依業務性質屬執行職務之必要行為，仍不得從事政黨之活動 

得於下班時間或非勤務時間，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得為支持某特定之政治團體，在辦公場所穿戴該政治團體之服飾 

即使配偶為公職候選人時，亦不得為支持其而在報紙上具銜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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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關警察法及其施行細則中對於地方警察機關預算及經費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中央按各該地區人口數分別規劃之 

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內政部定之；並統籌調配相關經費 

直轄市經費不足時之陳請補助，係報由內政部轉請行政院核定 

縣（市）經費不足時之陳請補助，係報由內政部警政署核定之 

11 依警察法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下列何者為中央立法事項？ 

關於警察常年訓練之實施事項 關於警察勤務機構之設置、裁併事項 

關於駐衛警察之組設、編練、派遣等事項 關於警察人員平日集會時著用服式等事項 

12 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下列有關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敘述，何者正確？ 

依法令執行職務，遭受脅迫時，僅得使用警棍制止，尚不得使用警刀或槍械 

使用警棍制止擾亂社會治安之騷動行為後，應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長官 

使用槍械時，應注意先鳴槍警告及制止，不聽制止時，始得射擊其致命部位 

依法令執行各項警察勤務時，如有必要得命執勤之對象停止舉動或高舉雙手 

13 下列有關警察法規基本概念之敘述，何者正確？ 

乃一切有關警察行政法規之概括名稱，非專一之法典名稱；屬行政法一部分，故對違反之法律

效果均以行政罰規範 

乃關於警察行政組織、行政作用及行政救濟等法規之總稱；部分警察法規於其他非警察機關或

人員仍有適用或準用 

規範警察官制、官規等事項，屬於警察行政作用法範疇；規範警察職務事項及其公權力，則屬

警察行政組織法範疇 

警察勤務條例、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警械使用條例、警察教育條例及警察服制條例皆明定其法

源依據為警察法 

14 依集會遊行法規定，下列何種情事，可作為警察機關不予許可室外遊行申請案件之理由？ 

申請書載有遊行之路線，惟未檢具詳細路線圖 

申請遊行之目的，有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 

同一時間、路線已有他人申請，惟該申請尚未經許可 

於外國駐華使領館週邊範圍外 100 公尺處舉行 

15 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下列有關代履行及怠金之敘述，何者正確？ 

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能由他人代履行者，不得以處怠金方式促其履行 

第 29 條規定執行機關得委託指定人員代履行，所稱「指定人員」，原則上包含執行機關內之人員 

經依法處以怠金仍不履行者，執行機關得連續處以怠金；連續處以怠金前，得不再以書面限期履行 

依法令負有不行為義務而為之者，其不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執行機關得委託第三人代履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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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般性室外集會、遊行申請之許可或不許可，主管機關應於多久期限內以書面通知負責人？ 

收受申請書之翌日起 3 日內 收受申請書之日起 3 日內 

收受申請書之日起 2 日內 收受申請書之日起 6 日內 

17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營業罰，係由下列何者負責裁處？ 

地方法院簡易庭 地方法院普通庭 行政執行分署 警察分局 

18 依法令之行政處分，人民負有行為義務，經於處分書限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行者，執行

機關乃將其動產予以扣留。此項扣留係屬於下列何種行政執行措施？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 代履行 

直接強制  即時強制 

19 下列何者非屬得於夜間行政執行之情形？ 

執行機關認為情況急迫者 義務人違反義務情節重大者 

徵得義務人同意者  日間已開始執行者 

20 下列何者非屬「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之警槍類警械？ 

霰彈槍 衝鋒槍 火砲 狙擊槍 

21 下列有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之敘述，何者正確？ 

法官得加入政黨，並得請事假參選民意代表 

警察人員之外祖父參選公職人員，其得於下班後公開為外祖父站台並助講 

依憲法或法律規定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政務人員，不得加入政黨 

公務人員得在大眾傳播媒體具名並具銜廣告，支持特定之公職候選人 

22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所為之裁處，下列何者有受理救濟之權責？①警察局 ②內政部警政署 ③地方

法院簡易庭 ④地方法院普通庭 ⑤高等行政法院 

①②③④⑤ ①②③④ ③④⑤ ③④ 

23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媒合性交易而拉客，其情節重大

者如何處罰？ 

得加重處罰鍰至新臺幣 6 萬元 得加重處拘留至 5 日 

應併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6 萬元以下罰鍰 得併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6 萬元以下罰鍰 

24 有關警察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相關資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僅限經由警察局長書面同意後，方得實施 

蒐集對象僅限於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期間，最長不得逾 2 年 

第三人於必要時，得行使相關法令賦予警察之職權 

25 下列何者非屬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 條所稱之警察職權？ 

身分查證 直接強制 即時強制 偵查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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