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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通告！ 

103年警察考猜勘誤公告 

李如霞考前猜題－警察公文／線上即時勘誤內容對照表 

寫作格式修正統一說明：撰寫公文時地址、聯絡人、連絡電話、電子郵件、傳真應齊左 

章節 舊 新 

警大二技入學考試 

第 2.1 節 

  

警大警正班 

第 2.1 節 

警大警佐班 

第 2.1 節 

警正警察官升官等

考《行政警察》 

第 3.1 節 

特種警察人員三、四

等特考 

第 3.1 節 

一般警察人員三、四

等特考 

第 3.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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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霞考前猜題－警察專業英文測驗／線上即時勘誤內容對照表 

章節 舊 新 

警大二技入學考試 

第 1.2.2 節第 56題 

(B)●To use an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ATM), you need to insert 

your bank card and then enter a set 

of    number. 

(A) phone 

(B) seat 

(C) door 

(D) house 

(E) PIN 

(E)●To use an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ATM), you need to insert 

your bank card and then enter a set 

of    number. 

(A) phone 

(B) seat 

(C) door 

(D) house 

(E) PIN 

特種警察人員三、四

等特考 

第 1.2.2 節第 56題 

警大二技入學考試 

第 1.2.2 節第 58題 

(B)●Police officers must have a search 

    so that they can legally 

search someone’s home. 

(A) warrant 

(B) ticket 

(C) order 

(D) court 

(E) procedure 

(A)●Police officers must have a search 

    so that they can legally 

search someone’s home. 

(A) warrant 

(B) ticket 

(C) order 

(D) court 

(E) procedure 

特種警察人員三、四

等特考 

第 1.2.2 節第 58題 

警大二技入學考試 

第 1.2.2 節第 65題 

(B)●     is the crime of stealing. 

(A) Homicide 

(B) Smuggling 

(C) Trafficing 

(D) Theft 

(E) Violation 

(D)●     is the crime of stealing. 

(A) Homicide 

(B) Smuggling 

(C) Trafficing 

(D) Theft 

(E) Violation 

特種警察人員三、四

等特考 

第 1.2.2 節第 65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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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霞考前猜題－警察法規測驗／線上即時勘誤內容對照表 

章節 舊 新 

警正警察官升官等

考《行政警察》 

第 1.2 節第 40題 

(A)●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二罰制

度，下列敘序何者「錯誤」？ 

(A) 適用於無責任能力人 

(B) 處罰行為人，並得處罰營業

負責人 

(C) 其適用範圍由內政部定之 

(D) 其處罰不限於罰鍰或申誡 

(A)●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併罰制

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適用於無責任能力人 

(B) 處罰行為人，並得處罰營業

負責人 

(C) 其適用範圍由內政部定之 

(D) 其處罰不限於罰鍰或申誡 

警大二技入學考試

《行政警察學系》 

第 1.2 節第 39題 

警大警佐班 

第 1.2 節第 40題 

特種警察人員三、四

等特考 

第 1.2 節第 40題 

警大二技入學考試

《行政警察學系》 

第 2.1 節第 268題 

(D)●警察法第 5條、第 6條之規範，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派往地方執行

職務時，其指揮監督體系，依下

列之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應受

當地行政首長之指揮監督、 協

助配駐地方警察行政業務時，不

受當地警察機關首長之指導、

如係執行特定警察任務，對當地

警察機關居輔助地位、 與當地

警察機關會商有關勤務之分配事

宜。 

(A)    

(B)    

(C)    

(D)    

(A)●警察法第 5 條、第 6條之規範，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派往地方執行

職務時，其指揮監督體系，依下

列之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應受

當地行政首長之指揮監督、 協

助配駐地方警察行政業務時，不

受當地警察機關首長之指導、

如係執行特定警察任務，對當地

警察機關居輔助地位、 與當地

警察機關會商有關勤務之分配事

宜。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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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霞考前猜題－警察勤務測驗／線上即時勘誤內容對照表 

章節 舊 新 

警大二技入學考試

《行政警察學系》 

第 1.1.5 節第 147題 

(A)●警察執行酒測應於稽查地點適當

位置設置攝影機，全程錄影蒐

證。攝影機取景宜涵蓋現場全

貌，下列何者應完整入鏡？ 

(A) 執行酒測勤務告示牌 

(B) 車牌號碼 

(C) 車輛通行過程 

(D) 以上皆是 

(D)●警察執行酒測應於稽查地點適當

位置設置攝影機，全程錄影蒐

證。攝影機取景宜涵蓋現場全

貌，下列何者應完整入鏡？ 

(A) 執行酒測勤務告示牌 

(B) 車牌號碼 

(C) 車輛通行過程 

(D) 以上皆是 

警大警佐班 

第 1.1.5 節第 147題 

特種警察人員三、四

等特考 

第 1.1.5 節第 147題 

警大二技入學考試

《行政警察學系》 

第 1.1.2 節第 285題 

(A)●依警政署頒「警勤區家戶訪查專

責輔導執行要點」規定，有關分

局業管單位及專責輔導編組人員

之工作職責，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A) 擔任專責輔導人員每個月應

填報「加強家戶訪查工作專

責輔導紀要表」送分局彙辦 

(B) 分局每三個月應召開「警勤

區家戶訪查工作等級審查

會」一次，由分局長主持 

(C) 分局業管單位每四個月應將

「加強家戶訪查工作專責輔

導意見表」彙送警察局備查 

(D) 擔任專責輔導人員每期三個

月應填報「加強家戶訪查工

作專責輔導意見表」送分局

彙整 

(C)●依警政署頒「警勤區家戶訪查專

責輔導執行要點」規定，有關分

局業管單位及專責輔導編組人員

之工作職責，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A) 擔任專責輔導人員每個月應

填報「加強家戶訪查工作專

責輔導紀要表」送分局彙辦 

(B) 分局每三個月應召開「警勤

區家戶訪查工作等級審查

會」一次，由分局長主持 

(C) 分局業管單位每四個月應將

「加強家戶訪查工作專責輔

導意見表」彙送警察局備查 

(D) 擔任專責輔導人員每期三個

月應填報「加強家戶訪查工

作專責輔導意見表」送分局

彙整 

警大警佐班 

第 1.1.2 節第 285題 

特種警察人員三、四

等特考 

第 1.1.2 節第 285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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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霞考前猜題－刑法測驗／線上即時勘誤內容對照表 

章節 舊 新 

警大二技入學考試

《行政警察學系》、

《刑事警察學系》 

第 1.7 節第 162題 

(D)●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利用白天屋主上班，侵入

住宅行竊，成立加重竊盜罪、

攜帶螺絲起子，於白天時侵入住

宅行竊，成立加重竊盜罪、 鴛

鴦大盜帶著就讀國小的小孩一起

在店家行竊，成立加重竊盜罪、

在機場的出境大廳偷取旅客的

財物，成立加重竊盜罪、 站立

於屋外，推開窗以竹竿勾取他人

屋內之衣物行竊，成立加重竊盜

罪。 

(A)  

(B)  

(C)  

(D)  

(BCD)●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利用白天屋主上班，

侵入住宅行竊，成立加重竊盜

罪、 攜帶螺絲起子，於白天時

侵入住宅行竊，成立加重竊盜

罪、 鴛鴦大盜帶著就讀國小的

小孩一起在店家行竊，成立加重

竊盜罪、 在機場的出境大廳偷

取旅客的財物，成立加重竊盜

罪、 站立於屋外，推開窗以竹

竿勾取他人屋內之衣物行竊，成

立加重竊盜罪。 

(A)  

(B)  

(C)  

(D)  

警大警佐班 

第 1.7 節第 162題 

特種警察人員三等

特考《刑事警察》 

第 1.7 節第 162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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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霞考前猜題－刑事訴訟法‧偵查法學測驗／線上即時勘誤內容對照表 

章節 舊 新 

警大二技入學考《行

政警察學系》、《刑事

警察學系》 

第 1.4.2 節第 57題 

(D)●市政府主任秘書甲涉嫌向業者乙

收取鉅額賄款，經檢察官傳喚到

案，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下

列何者不屬於法院決定羈押與否

所必須考量的事由？ 

(A) 犯罪嫌疑是否重大 

(B) 涉嫌的犯罪是否重大 

(C) 是否自白 

(D) 是否有串證之虞 

(C)●市政府主任秘書甲涉嫌向業者乙

收取鉅額賄款，經檢察官傳喚到

案，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下

列何者不屬於法院決定羈押與否

所必須考量的事由？ 

(A) 犯罪嫌疑是否重大 

(B) 涉嫌的犯罪是否重大 

(C) 是否自白 

(D) 是否有串證之虞 

警大警佐班 

第 1.4.2 節第 57題 

特種警察人員三等

特考《行政警察》 

第 1.4.2 節第 57題 

警大二技入學考《行

政警察學系》、《刑事

警察學系》 

第 1.4.2 節第 62題 

(D)●司法警察偵查犯罪，下列何種情

形，基於情況急迫，得逕行拘提

（無令狀之逮捕）？ 

(A) 因證人之供述，且有事實足

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者 

(B) 在偵訊中之脫逃者 

(C) 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重

大，經被盤查而逃逸者。但

所犯顯係最重本刑為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

金之罪者，不在此限 

(D) 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

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罪，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

之虞者 

(C)●司法警察偵查犯罪，下列何種情

形，基於情況急迫，得逕行拘提

（無令狀之逮捕）？ 

(A) 因證人之供述，且有事實足

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者 

(B) 在偵訊中之脫逃者 

(C) 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重

大，經被盤查而逃逸者。但

所犯顯係最重本刑為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

金之罪者，不在此限 

(D) 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

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罪，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

之虞者 

警大警佐班 

第 1.4.2 節第 62題 

特種警察人員三等

特考《行政警察》 

第 1.4.2 節第 62題 

警大二技入學考《行

政警察學系》、《刑事

警察學系》 

第 1.4.3節第 76題 

(A)●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 甲對乙提起故意毀損之告

訴，檢察官查明乙係欠缺故

意之主觀構成要件，僅可能

是過失。此種情況屬於刑事

訴訟法第 252條第 10款之

「犯罪嫌疑」不足的問題，

(AC)●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 甲對乙提起故意毀損之告

訴，檢察官查明乙係欠缺故

意之主觀構成要件，僅可能

是過失。此種情況屬於刑事

訴訟法第 252條第 10款之

「犯罪嫌疑」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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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大警佐班 

第 1.4.3節第 76題 

而非該條第 8款之「行為不

罰」的問題 

(B) 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

者，儘管新法仍有處罰之規

定，但因犯罪構成要件已有

變更，所以檢察官應為不起

訴處分 

(C) 同一案件曾經本案判決確定

者，自不得再為訴訟之客

體。檢察官對之應為不起訴

處分 

(D) 某英商酒駕撞死人，於偵查

期間持用他人護照潛逃出

國。偵查機關傳喚、拘提無

著，雖偵查機關所得之證據

已足夠認定該英商有犯罪嫌

疑，但因起訴已無實益，故

檢察官可不提起公訴 

而非該條第 8款之「行為不

罰」的問題 

(B) 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

者，儘管新法仍有處罰之規

定，但因犯罪構成要件已有

變更，所以檢察官應為不起

訴處分 

(C) 同一案件曾經本案判決確定

者，自不得再為訴訟之客

體。檢察官對之應為不起訴

處分 

(D) 某英商酒駕撞死人，於偵查

期間持用他人護照潛逃出

國。偵查機關傳喚、拘提無

著，雖偵查機關所得之證據

已足夠認定該英商有犯罪嫌

疑，但因起訴已無實益，故

檢察官可不提起公訴 

特種警察人員三等

特考《行政警察》 

第 1.4.3節第 76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