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7年特 種 考 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

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交通警察人員電訊組、警察資
訊管理人員、國境警察人員、警察法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 

科 目：警察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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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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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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於某日白天在街上行走時，因持有狹長布袋，遭警察攔查詢問身分，並經警察要

求後自行打開一線布袋拉鍊，露出布袋內藏有鐵製品，警察再要求甲自行拿出後，

始發現係一把西瓜刀及一支信號彈，但甲堅不說明持有該二項物品作何用途，警察

乃決定將甲依法處理。 
請問： 
警察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在程序上應移送簡易庭或可自行裁處？理由為何？（9 分）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甲可能受何處分？理由為何？（8 分）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甲持有西瓜刀及信號彈可能遭受何種處分？理由為何？（8 分） 

二、警員 A 於某日夜晚的巷內道路上，發現機車騎士甲，走走停停不斷觀望來回徘徊，

感覺可疑，乃騎警用機車超前將其攔停，查證身分。查證後發現甲係有前科紀錄的

濫用藥物人，且剛出獄不足二個月。警員 A 乃要求甲讓其看其所攜帶之手提包，

甲不肯，詢問：「為何可以看我的手提包？」警員 A 見甲不肯打開手提包，愈發

懷疑甲手提包內藏有可疑物品，因此不讓甲離開，雙方在現場僵持達三小時之久。 
請問： 
警員 A 所為之攔停與查證身分行為，是否合法？理由為何？（8 分） 
警員 A 攔停並經查證身分後，若甲不願出示手提包內之物，警員 A 應該如何處

理？理由為何？（9 分） 
警察是否得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或其他法律，將甲強制到案？理由為何？（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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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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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妨害公務之違序行為，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以不當之行動相加，尚未達強暴程度者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以不當之言詞相加，尚未達脅迫程度者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聚眾喧嘩，致礙公務進行者 

因過失向消防隊誤報火災者 

2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得採取「強制到場」之情形為： 

證人經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時 逕行通知現行違序之人到場，其不服通知時 

對裁定拘留確定之人執行時 違序嫌疑人經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時 

3 有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處罰及加重、減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一行為而發生二以上之結果者，從一重處罰 

違反本法之行為人，於其行為未被發覺前自首而受裁處者，必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經依本法處罰執行完畢，3 個月內再有違反本法行為者，必加重其處罰 

過失行為不得處以拘留 

4 甲因涉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遭警察機關留置 24 小時，嗣後經法院裁處確定不罰，甲若不服，得依下列

何法請求救濟？ 

社會秩序維護法 行政訴訟法 刑事補償法 國家賠償法 

5 警察機關對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案件，下列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警察機關對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案件得逕為拘留之裁定 

警察人員對於現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人，得逕行通知到場 

專業警察機關，不得管轄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案件 

教唆他人實施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者，必加重其處罰至二分之一 

6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相關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本法所稱警察，係指實質意義之警察 

本法所稱警察職權，係屬抽象性之措施 

查證身分經常是犯罪偵查的初階工作 

取得犯罪集團首腦之通聯紀錄非屬其有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生活情形 

7 有關警察法規之法律屬性問題，下列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致人傷亡之費用支給標準，屬救濟法性質 

警察教育條例兼具組織法與行為法之性質 

警察人員人事條例屬行為法之性質 

警察服制條例兼具組織法與行為法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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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有關警察人員人事事項之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官、職合一 
警察人員升遷，主要依公務人員陞遷法之規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乃補充規定 
警監官等分為特、一、二、三、四階 
初任警佐官等人員，其年齡不得超過 35 歲 

9 下列有關警察官制之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官制，包括警槍之配置 
警察官制，包括警察機關員額之編制標準 
警察官制，包括警察人員之任免、遷調 
警察官制，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行之 

10 下列何者不得擔任應經許可之室外集會遊行的負責人？ 
19 歲之大學生  經判處有期徒刑 1 年確定並宣告緩刑者 
受保護管束處分之裁判確定並執行完畢者 執行有期徒刑 3 年後獲假釋者 

11 下列何種室外集會、遊行，依集會遊行法之規定，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世界大學運動會優勝遊行 市政府舉辦之踩街活動 
大甲媽祖遶境活動  市議員候選人之政見說明會 

12 警械之種類及規格，由行政院定之。但許可訂製、售賣或持有之警械種類規格，則由下列何機關定之？ 
內政部 法務部 經濟部 國防部 

13 下列何者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總則之規定裁罰？ 
某公司負責人甲因執行業務而犯刑法妨害風化罪，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處該公司勒令歇業 
沒入某乙未經許可持有之電擊器 
某丙飲酒騎乘機車，拒絕警察攔停，反加速駛離，處某丙罰鍰 
某丁召集群眾走上街頭抗議，經警察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處某丁罰鍰 

14 下列何種器械，非屬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中明列之警械？  
辣椒水噴霧器 戰防砲 防暴網 高壓噴水噴瓦斯車 

15 行政執行法與警察職權行使法都有扣留危險物品之規定，下列何者是警察行使扣留職權應遵守之規定？ 
物之特性不適於由警察保管者，得委託其他機關保管 
保管所費過鉅，應返還所有人 
扣留期間逾 3 個月，無法返還所有人者，得予變賣 
有腐壞之虞，應銷毀之 

16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集會遊行法規定之內容？ 
集會遊行中侮辱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依據集會遊行法科處刑罰 
集會遊行未經報備者，依據集會遊行法處負責人罰鍰 
警察機關具有指導權、處分權、救濟權、處罰權與執行權 
總統府週邊禁制區之劃定公告，屬內政部之權責 

17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人民和平集會之權利，但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寧、衛生、風化或他人

權利自由，仍得以法律為必要之限制，我國集會遊行法亦有限制與課責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各級法院及檢察機關週邊，不得舉行集會遊行 
集會遊行參加人禁止攜帶危險物品 
集會遊行結束後，現場遺有廢棄物者，負責人應負清理之責 
集會遊行時糾察員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責人與行為人連帶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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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行政執行法規定各種強制執行方法及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訊問及暫予留置時間合計不得逾 24 小時 
代履行，得以報告書取代執行筆錄 
收容為確保公法上債務履行之手段 
代履行費用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19 警察機關辦理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調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調查程序細節，應遵守警察機關辦理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應注意事項之規定 
分局收受違序報告單後，應於 2 日內簽發到場通知書 
行為人或嫌疑人應親自到場受訊 
被調查人拒絕陳述，不得強制為之 

20 下列何種行為，警察機關應移送法院簡易庭裁罰？ 
無故撥打 119 火警專線，經勸阻不聽 
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 
意圖與人性交易而在街道上拉客 
無正當理由攜帶類似真槍的玩具槍進入銀行，引起騷動 

21 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機關不可安排警察人員在上班時間從事政黨活動之蒐證勤務 
公務人員不可加入政黨或擔任政治團體之職務 
公務人員為支持長官參選公職，得具名刊登媒體廣告 
公務人員得於下班後，參加政黨募款餐會 

22 警察法第 2 條規定警察依法防止一切危害，下列何種危害非屬警察法定任務範圍？ 
違反交通規則  暴行鬥毆 
圍堵政府機關潑漆抗議  亂丟垃圾污染環境 

23 依警察法第 3 條制定之警察官規與教育制度的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初任各官等警察官，均應呈請總統任官 
警察官之任用應經警察教育機關畢業或訓練合格。所指訓練，包含晉升警正官等訓練班 
警佐班、專業班屬於警察進修教育 
警察養成教育各班別在教育期間皆享有公費待遇及津貼 

24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有多號解釋涉及警察事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釋字第 588 號解釋，認為憲法第 8 條之警察機關是組織法上狹義的警察概念 
釋字第 760 號解釋，認為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1 條使未具警察教育學歷者不得擔任警察之規定違憲 
釋字第 718 號解釋，認為集會遊行法第 8 條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違反憲法比例原則 
釋字第 666 號解釋，認為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 條罰娼不罰嫖之規定違反憲法比例原則 

25 下列有關警察管轄事權分配之敘述何者正確？ 
內政部警政署執行全國警察行政事務 
航空警察局掌理入出國境之證照核發審驗業務 
直轄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由內政部發布 
警察常年訓練之實施，屬於中央立法事項 



類科名稱：

１０７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１０７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
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警察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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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刑事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交通警
察人員交通組、交通警察人員電訊組、警察資訊管理人員、國境警察人員、警察法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

單選題數：25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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