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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各系 

科目：英文 

注
意
事
項 

1.本科試題共 50題，均為單一選擇題(答案卡上第 51至 80題空著不用)。 

2.每題後面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或最適當的

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答對者每

題得 2分；答錯者倒扣 1/4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本試題共 5頁。 

一、字彙：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40 分) 

1.  The U.S. President Barack Hussein Obama’s _________ is Barack. 

 (A) family name  (B) surname   (C) nickname   (D) given name   (E) middle name 

2.  Auto __________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many big cities. 

 (A) theft   (B) burglar   (C) shoplifting   (D) thief   (E) break 

3.  The police officer is asking a driver to do a _____________ test now. 

 (A) blew   (B) blow-air   (C) breathalyzer  (D) breathe   (E) awake  

4. The police officer asked the foreigner to show his ______ Resident 

Certificate. 

 (A) Household   (B) Alien   (C) Alias   (D) Align   (E) foreign 

5. CIB stands for Criminal Investigation ____________ in Taiwan. 

 (A) Behavior   (B) Branch   (C) Bereave   (D) Blunt   (E) Bureau 

6. National Police _________ is in charge of all the police officers in our 

country. 

 (A) Administrator (B) Agency   (C) Aviation   (D) Auction   (E) Audition 

7. ___________ is the crime of deceiving people in order to gain something 

such as money or goods. 

  (A) Cheat   (B) Lied   (C) Liar   (D) Fracture   (E) Fraud 

8. The judge has to find out the killer’s ________ for the homicide. 

 (A) surrender   (B) active   (C) motive   (D) suspicious   (E) anonymous 

9. A six-year-old girl was beaten by her mother into a coma in a child ______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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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rutal   (B) cruel   (C) violent   (D) abuse  (E) confess 

10. The wounded driver was sent to the ___________ room of a nearby hospital. 

 (A) emergency   (B) ambulance   (C) operator   (D) rush   (E) hurry 

11. The robber was transferred to the __________ office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A) lawyer   (B) witness   (C) clerk   (D) prosecutors   (E) victim 

12. Selling cigarettes to someone who is under 18 is in _________ of the Youth 

Protection Act. 

 (A) violation   (B) against   (C) oppose   (D) in accordance (E) present  

13. He gave a ___________ to the police telling them how he killed his wife. 

 (A) narrator   (B) describe   (C) passenger   (D) ransom   (E) statement  

14. Dr. Henry Lee is a world famous forensic scientist and an expert 

_________. 

 (A) seeing person (B) witness   (C) judge   (D) addict   (E) defendant  

15. __________ is the crime of deliberately making something burn, especially 

a building. 

 (A) Kidnapping   (B) Assault   (C) Arson   (D) Alibi   (E) Rape 

16. No one can enter that house now because it is a crime __________.   

 (A) situation   (B) local   (C) identify   (D) scene   (E) placing  

17. All police officers are required to wear _______ -proof vest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lives. 

 (A) rocker   (B) bullet   (C) bull   (D) shell   (E) gum  

18. The robber was caught by the polic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ecause his 

crime had been recorded by a __________ camera. 

  (A) view   (B) transparent   (C) track   (D) jog   (E) surveillance  

19. DUI stands for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___________. 

 (A) winer   (B) dessert   (C) alcohol   (D) fast food    (E) delicates 

20. Police officer Peter Lee was assigned to Da-An __________ in Taipei City 

after he had graduated from Taiwan Police College. 

 (A) Precinct   (B) Police Brench (C) Headquarter   (D) Police Place  (E) Delete 

二、會話：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 分) 

21. (Telephone Conversation) The one who answered the call: May I ask who is 

c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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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e who called: _____________________. 

 (A) She is Mary Chen  (B) I was Mary Chen  

  

 (C) He is Mary Chen (D) It was Mary Chen  

  

 (E) This is Mary Chen  

22. (In a third-person introduction situation) A:This is Professor Jim Lee from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B:________________. 

 (A) Fine, thank you   (B) Pleased to meet you  

  

 (C) I’m pleasure to meet you (D) Nice to see you  

 (E) I’m glad to see you 

23. A:Have you seen my new pants?  

B:___________________.    

  (A) That is in the bathroom   (B) It is in the closet    

 (C) These are in your room  (D) There are in my room    

 (E) They are on the floor  

24. A:Can you tell me where the police station is?  

B:I’m sorry. I am a stranger here myself.    

A:_____________. 

 (A) Don’t mention it   (B) It’s my honor  

 (C) Thanks anyway (D) I think you’re right   

 (E) I am glad for you 

25. A:Can I have a ticket to Tainan, please?  

B:Do you want a one-way ticket or a _________ ticket? 

 (A) round-trip   (B) both ways    

 (C) back and forth  (D) all the way   

 (E) two-way  

26. A:Do you know where Joan is now?  

B:She went out shopping but she’ll be back __________. 

 (A) after two hours    (B) for two hours   

 (C) two hours later (D) since two hours    

 (E) in two hours 

 

27. A:Are you going to Tokyo next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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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es, I will be ____________ at the Hilton Hotel. 

 (A) locating   (B) staying     

 (C) living   (D) checking    

 (E) renting 

28. A:Please don’t borrow my CD without asking.  

B:I’m sorry. You’re right. I _______________. 

 (A) never asking   (B) ought to asked first   

 (C) am asking first (D) ought asking first   

 (E) should have asked first 

29. A:I wonder if you could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train station?  

B:Go straight for two ___________, turn right and you’ll see it.  

 (A) districts   (B) streets   (C) blocks   (D) avenues   (E) towns 

30. Officer:Please show me your driver’s license and vehicle ___________.  

Driver:Here you are. 

 (A) certificate  (B) permission   (C) plate   (D) registration   (E) record 

三、綜合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A)取材自 Interactions one , A Reading Skills Book by McGraw-Hill, 1996 

Most major    31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such as 

those against murder and robbery,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other countries. 

Everyone knows these important laws, but immigrant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ravelers may not know about other kinds of laws. Laws may 

differ from one state or province to another, or even from one city or 

community to another. Different places may have different laws about 

driving, smoking cigarettes, and so on. An    32   

action, for example, in Lima, Peru may be perfectly all right in Toronto, 

Canada, or Miami, Florida, and vice versa. For    33   , in many cities in 

the U.S., it is against the law to    34   . This local law may seem strange 

to visitors. Sometimes they cross a street, and a police officer gives them a 

ticket. Then they need to pay a    35    of $10 to $25 within ten days. 

They soon learn to cross a street only in crosswalk or at the corner because 

it is against the law in that city to cros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31. (A) criminal (B) civil (C) citizen (D) crime (E) firm 

32. (A) ambulance   (B) unlaw   (C) exercising   (D) illegal   (E) disapproval  

33. (A) tuition   (B) instinct   (C) instance   (D) instant   (E) intuition  

34. (A) overcross   (B) walker   (C) jaywalk   (D) walkcross   (E) double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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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A) fine   (B) money   (C) ticketing   (D) charges   (E) checking  

(B)取材自 Boston Sunday Globe, April 13, 2003, A20 

An Egyptian immigrant who opened fire inside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36    

an act of terrorism, but he did it alone and was not tied to any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federal officials have determined. Hesham Mohamed 

Hadayet, 41, killed two people at the ticket counter of El Al, Israel’s 

national airline, and wounded several others in the July Fourth attack 

before he was    37    shot by an airline    38    guard. The Justice 

Department withheld characterizing the    39    while federal agents 

launched a worldwide probe. They determined it was terrorism related to 

the Israel-Palestinian    40   , an FBI spokesman said. (AP) 

36. (A) confession   (B) accomplice  (C) congressed   (D) committed   (E) acquired 

37. (A) fatally   (B) completely   (C) eagerly   (D) intentionly   (E) hurry  

38. (A) save   (B) safe   (C) secretary   (D) dutiful   (E) security  

39. (A) shots   (B) incidentals   (C) tragic   (D) shooting   (E) comedy  

40. (A) congress (B) convict (C) convulsive (D) convert (E) conflict 

四、閱讀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A)取材自  Question and Answer by L.G. Alexander, published by 

Longman, 1977 

While walking through the park, we stopped by the pond to watch 

some children who were sailing model boats. There were so many boats in 

the pond that morning that quite a few people had gathered on the banks to 

see them. 

Suddenly, someone shouted, “There’s a man in the pond!” we looked 

up and sure enough, a man’s head could just be see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ond. The man appeared to be swimming vigorously and was coming 

straight towards us. 

“He must be crazy, ” a young man said. “I wouldn’t dive into that 

pond for a fortune. And anyway, it must be freezing cold.” 

The brackish water of the pond was certainly not inviting. As it was 

still early March, the water must certainly have been very cold. 

After a short time, the man approached the bank. The water was very 

shallow, so he walked the last few yards. We were astonished to see that he 

was fully dressed. 

“Nice swim?” the young man as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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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 swim, my foot!” the man remarked irritably. “It’s freezing. I 

did it for a bet!” 

41.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vigorously” mean? 

 (A) in a hatred way   (B) using a lot of strength 

and energy 

 (C) in a relaxed manner   (D) dangerously   

 (E) almost drowning 

42. What kind of water is in the pond? 

 (A) Attractive water   (B) Clean and fresh water  

 (C) Dark and black water (D) Distasteful water   

 (E) Drinkable water 

43. What was the man in the pond wearing? 

 (A) In a swimsuit  (B) In usual clothing   

 (C) In a bathrobe  (D) In a dress 

 (E) In a dresser 

44. When the swimmer was asked by the young man about his swim, he said: 

“Nice swim, my foot!”, what is the possible meaning of it? 

 (A) He thought it was a nice swim, but his foot hurt. 

 (B) He thought it was a good day to swim. 

 (C) He thought he swam beautifully. 

 (D) He thought it was not at all a nice swim. 

 (E) He agreed with the young man. 

45. Why did the man swim in the pond? 

 (A) Because he wanted to win money from someone. 

 (B) Because he was crazy like the young man said. 

 (C) Because he was a good swimmer. 

 (D) Because he thought the weather was nice. 

 (E) Because he wanted to exercise. 

 

 

(B)取材自：全民英檢一路通中級閱讀能力測驗，文鶴出版公司，2009年  

                        Police Notice 

     A seized goods auction will take place from 8 A.M. to 5 P.M. on 

Friday, December 10th at the Yellow Dog Fairground in Carleton Place 

Township. The fairground is located on Highway 15 just north of the town 

center. For sale by auction will be light trucks, sedans, motorcycl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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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road vehicles. Most of these approximately 800 vehicles were judicially 

confiscated because they were used in federal crimes. Others were 

repossessed for failure to meet payment schedules. All vehicles have been 

given basic overall mechanical appraisal and repairs. They have also been 

cleaned and are free from all stains and illegal materials. 

     All interested members of the public 18 years old and above are 

invited to the fairground at the above time and place. Please bring proper 

IDs. All potential buyers must register in advance of the auction and may 

do so on-site or through our website, www.CPpolice.gov. Registration must 

be completed before 8 A.M. on December 10th. Bidders must have credit 

cards with verifiable limits above the sale price, or pay by cash or cashier’s 

check. Security at the site will be provided by the Carleton Place Sheriff’s 

Department. To view our catalogue, please see our website. 

46. What is true about all the vehicles for sale in the auction? 

 (A) Some of them still have stains on them. 

 (B) All of them were used in illegal activities. 

 (C) They are basically in good condition.  

 (D) Their former owners were all criminals. 

 (E) All of them were purchased by the Sheriff’s Department.  

47. Why are most of these vehicles being offered for sale? 

 (A) Because there is an auction. 

 (B) Because they were used in illegal activities. 

 (C) Because they were confiscated from rich people. 

 (D) Because they were too expensive for the police. 

 (E) Because their owners failed to meet payment schedules. 

48. What is something that isn’t required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auction? 

 (A) Prove of age  (B) Advance registration   

 (C) Knowledge of vehicles (D) The necessary funds   

 (E) Prove of identity 

49. The word “fairground” used in the article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A) Open space used for exhibitions and similar events. 

 (B) Police-owned land. 

 (C) A place where the prices are fair. 

 (D) A place where dogs can live. 

 (E) Space used for confiscated vehicles. 

50. What does the word “judicially”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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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elating to the township.  

 (B) Relating to the law, judges or their decisions. 

 (C) Relating to the money borrowed from the bank. 

 (D) Relating to sheriff’s office. 

 (E) Relating to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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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

試 試 題 

系 別：各系 

科 目：國文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分為「作文」及「公文」二部分。 

2.作文部分占 50分(文體不拘，但不得少於五百字)；公文部分占 50分。 

3.請在「答案卷」上以橫式書寫方式作答；公文之答題內容中有關承辦人、聯絡電話及

承辦單位部分，請一律以○○○代替。 

4.本試題共 1頁。 

壹、 作文題(50分) 

題目：廉潔自持與依法行政 

貳、公文題(50分) 

一、「書函」的使用較「函」簡便，試述「書函」的用途為

何？（10分） 

二、身處環境快速變遷、社會多元發展及科技日新月異的時

代，警察人員應具備「終身學習」的態度，才能突破侷

限，與時俱進。試擬警政署函各警察機關：如何加強員

警在職進修，以提昇工作效能，強化治安作為。(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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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各系 

科目：憲法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6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下列有關憲法「總綱」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 

 (B)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人民全體  

 (C) 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D) 中華民國為民主共和國  

2. 下列有關「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敘述，何者正確？ 

 (A) 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B) 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得審問處罰  

 (C) 警察管束人民，須經法院同意  

 (D) 對現行犯之逮捕，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任何人均得逮捕之 

3. 下列何者非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   

 (A) 國營經濟事業     (B) 警察制度    

 (C) 國稅與省稅、縣稅之劃分 (D) 國籍法 

4. 下列有關考試院掌理事項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  

 (B) 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管理、陞遷、褒獎  

 (C) 公務人員之考試、派任  

 (D) 公務人員之任用、撫卹、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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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行政院組織法規定，下列何者，並非行政院所設相當中央二級之獨立

機關？       

 (A)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B) 公平交易委員會  

 (C)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D) 中央選舉委員會 

6. 人民如遭受警察機關非法逮捕拘禁，依憲法規定，其本人得向下列何機

關聲請追究？ 

 (A) 內政部 (B) 總統府 (C) 檢察署  (D) 

法院 

7. 下列有關「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遴聘」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總統府置資政、國策顧問，分為有給職與無給職    

 (B) 總統府置資政、國策顧問，聘期四至六年  

 (C) 資政不得逾三十人，國策顧問不得逾九十人  

 (D) 總統府置資政、國策顧問，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遴聘之 

8.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下列何種權利應予保障？    

 (A) 財產權  (B) 職業自由權  

 (C) 營業自由權  (D) 隱私權 

9. 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市)民之權利，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對於地方自治事項，有依法行使創制、複決之權 

 (B) 對於地方公共設施請求設置之權 

 (C) 對於地方政府資訊，有依法請求公開之權 

 (D) 對於地方公職人員有依法選舉、罷免之權  

10. 下列對地方自治法規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項，制定法律 

 (B) 自治條例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

核定後發布 

 (C) 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條例  

 (D) 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

規則   

11. 下列對直轄市市長及其所屬相關首長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其所屬一級機關首長為主計、人事、警察及稅務首長，依專屬人事

管理法律任免 

 (B) 人口在二百五十萬人以上之直轄市，得增置副市長一人   

 (C) 直轄市政府置秘書長一人，由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 

 (D) 直轄市政府置市長一人，由市民依法選舉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

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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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對人民集會自由權利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擬在某縣轄內遊行，其活動跨越二個以上警察分局轄區，該主管機

關為各警察分局  

 (B) 集會遊行如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得不予許可 

 (C) 集會、遊行不得在總統府及其週邊範圍舉行                                

 (D) 體育競賽或其他性質相類活動，須依集會遊行法申請   

13. 下列對人民提起訴願權利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不服鄉(鎮、市)公所之行政處分，向縣(市)政府法規會提起訴願   

  

 (B) 訴願法所稱行政處分，指中央或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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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行政行為 

 (C) 各級地方自治團體對上級監督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致損害

其權利或利益，依內部程序提出申訴  

 (D) 人民對於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不當，致損害其利益，得依訴

願法提起訴願 

14. 下列有關人民提起行政訴訟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公法上之爭議，僅確認及給付訴訟，得依行政訴訟法提起行政訴訟

   

 (B)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

允許，或經請求後於三十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 

 (C)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不得提起  

 (D) 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

給付  

15. 下列有關「國家賠償」事項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其執行職務之人於行使公權力時，視同

委託機關之公務員  

 (B) 國家損害賠償，除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外，適用民法之規定 

 (C) 國家賠償後，公務員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

償權  

 (D) 國家賠償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所任用之人員 

 

 

 

 

16. 下列有關公務人員考試之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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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公務人員之考試，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地方考試、

雇員考試五等 

 (B) 高普考及格人員於服務一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

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C) 高等考試按學歷分為一、二、三級 

 (D) 公務人員考試，以公開競爭方式實施，其考試成績之計算，不得因

身分而有特別規定 

17. 下列有關「人民團體事項」之敘述，何者錯誤？ 

 (A) 人民團體在同一組織區域內，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得組織二個以上

同級同類之團體    

 (B) 人民團體以行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並得分級組織 

 (C) 人民團體，依法分為職業團體、社會團體、政治團體、公益團體四

種  

 (D) 人民團體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  

18. 下列對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A)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應經一般出境查驗程序     

 (B) 臺灣地區人民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   

 (C) 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進入臺灣地區  

 (D)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居留，應接受面談、按捺指紋 

19.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就學校有關學生身分之處分，學生得否

提起行政爭訟之問題，認為應就其處分內容分別論斷     

 (B) 大學對學生所為措施，如侵害學生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

類此之處分，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 

 (C) 大學教學、研究及學生之學習自由均受憲法之保障，享有完全自治

之權                                   

 (D) 人民之訴願權及訴訟權為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  

20. 依憲法規定，人民有下列何種義務？ 

 (A) 忍受公權力執行  (B) 遵守交通規則義務  

 (C) 不妨害他人自由  (D) 受國民教育義務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下列有關憲法法庭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憲法法庭應本於言詞辯論而為裁判    

 (B) 憲法法庭對於政黨違憲解散案件判決之評議，應經參與言詞辯論大

法官三分之二之同意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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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憲法法庭之判決，僅須宣示或送達  

 (D) 憲法法庭為發見真實之必要，得調度司法警察為搜索、扣押 

 (E) 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之程序，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22. 下列對立法院及其會議、委員會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立法院於必要時，得增設特種委員會     

 (B) 停開院會期間，遇重大事項發生，經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請求，

得恢復開會 

 (C) 立法院得設修憲委員會 

 (D) 立法院會議，公開舉行，必要時得開秘密會議 

 (E) 院長、副院長均因事故不能出席時，由院長指派委員為主席 

 

 

 

 

 

23. 下列有關立法院質詢與備詢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質詢事項，經主席同意得作為討論之議題  

 (B) 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應親自出席立法院院會，並備質

詢 

 (C) 被質詢人除為避免國防、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

者外，不得拒絕答復 

 (D) 質詢之答復，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 

 (E) 質詢之提出，須說明其所質詢主旨及事實經過   

24. 下列有關考試院及考試委員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考試院置秘書長一人，特任，承院長之命，處理院務    

 (B) 考試院設考試院會議，以院長、副院長及相關各部會首長組織之 

 (C) 考試院設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司法官訓

練所  

 (D) 考試院考試委員之名額，為十九人 

 (E) 考試院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之任期為六年 

25. 下列對地方縣、市改制計畫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縣(市)擬改制為直轄市者，縣(市)政府得擬訂改制計畫，經縣(市)議

會同意    

 (B) 內政部之改制計畫須徵詢相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意見   

 (C) 行政院收到內政部陳報改制計畫，應於三個月內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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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內政部基於全國國土合理規劃等需要，擬將縣(市)改制為直轄市，應

擬訂改制計畫 

 (E) 內政部應於收到行政院核定公文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將改制計畫發

布，並公告改制日期  

26. 須以自治條例訂定之事項，包括下列何者？ 

 (A) 地方自治團體設施管理之程序與標準 (B) 地方自治團體受理申請

之處務規程 

 (C) 地方自治團體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 (D) 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

之權利義務 

 (E) 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之事項 

27. 為落實社會權及照顧人民生活，我國社會救助法所稱之社會救助，包括

下列何者？ 

 (A) 災害救助 (B) 急難救助 (C) 醫療補助 (D) 失 業 津 貼

 (E) 生活扶助   

28. 下列對司法院設大法官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司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 

 (B)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 

 (C) 司法院大法官須經立法院同意任命 

 (D)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分屆次，個別計算 

 (E) 並為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亦受任期之保障 

29. 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包括下列何者？ 

 (A) 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B) 罷免案之複決 

 (C) 立法原則之創制 

 (D) 法律之複決  (E) 課予人民義務之事項    

30. 下列有關大學之設立及類別敘述，何者正確？ 

 (A) 為均衡區域之專科學校教育，教育部得核准大學指導該區域之專科

學校    

 (B) 私立大學並應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辦理 

 (C) 直轄市立、縣(市)立大學之設立、變更或停辦，由教育部報行政院核

定之 

 (D) 國立大學之設立，由教育部依照教育政策，並審察各地實際情形核

定之 

 (E) 大學分為國立、直轄市立、縣(市)立及私立 

31. 下列對人民提起訴願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地方自治團體由其代表人為訴願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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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二人以上得對於同一原因事實之行政處分，共同提起訴願 

 (C) 關於訴願之法定代理，依行政程序法規定  

 (D) 無訴願能力人應由其親友代為訴願行為 

 (E) 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有訴願能力    

32. 下列對國民應國家考試之資格及考試方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曾受褫奪公權者，不得應考      

 (B) 曾服公務涉嫌貪污行為，經提起公訴，不得應考 

 (C) 公務人員考試除採筆試者外，其他應採二種以上方式實施  

 (D)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得以報名 

 (E) 得採筆試、口試、測驗、實地考試、審查著作或發明、審查知能有

關證明等方式行之   

33. 下列對各級選舉委員會組織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各選舉委員會委員，應有無黨籍人士     

 (B) 中央選舉委員會，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C) 直轄市選舉委員會組織規程，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核定 

 (D) 縣(市)選舉委員會隸屬縣(市)政府 

 (E) 中央選舉委員會隸屬行政院，置委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

統派充之   

34. 下列對監察院設置與職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監察委員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  

 (B) 監察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C)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十九人 

 (D)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 

 (E) 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35. 下列對省、縣地方制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屬於縣之立法權，由縣議會行之  

 (B) 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規定省、縣自治 

 (C) 省政府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D) 省設省諮議會，置省諮議會議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之 

 (E) 省設省政府，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席 

36. 下列對公務員服務法之敘述，何者不符合大法官第六三七號解釋之意

旨？ 

 (A) 公務員依法享有身分保障權利，並對國家負有特別義務     

 (B) 本號解釋系爭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並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 

 (C) 人民有從事工作及選擇職業之自由，釋字第四 O 四號、第五一 O 號

等亦解釋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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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限制離職公務員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從事特定職務，主要考量為維護

社會秩序與公務員形象 

 (E) 國家與公務員間，具有行政契約之關係   

37. 下列對大陸地區人民入境之敘述，何者不符合大法官第四九七號解釋之

意旨？ 

 (A) 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為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  

 (B)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為規範兩岸人民間權利義務之

特別立法 

 (C) 本號解釋系爭有關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或居留許可辦法，

違反憲法 

 (D)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兩岸地區人民間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

得以命令為特別規定 

 (E) 法律僅為概括授權時，則應就該項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以推

知立法者授權之意旨 

38. 下列對我國憲法本文及其相關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中華民國國旗定為紅地，左上角青天白日 

 (B)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共和國  

 (C) 憲法第三章為國民大會、第四章為總統、第五章為立法  

 (D) 共分成十四章，一七五條條文 

 (E) 前言中規定「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

利，制定本憲法」  

 

 

  

39. 下列對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土安全辦公室 

 (B) 第七次修憲公布日期為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日  

 (C)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之提議  

 (D)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 

 (E) 第一次修憲公布日期為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一日 

40. 下列對立法院及立法委員選舉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     

 (B)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行政院長國情報告 

 (C) 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 

 (D) 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七十三人 

 (E)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八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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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交通學系 

科目：交通工程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4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下列何者不屬於駕駛員反應過程的 PIEV時間？ 

 (A) 感知(Perception)   (B) 資訊(Information)  

 (C) 情緒(Emotion)  (D) 意志(Volition) 

2. 道路最小曲線半徑係採設計速率與下列何者之限制加以訂定？ 

 (A) 車輛長度      (B) 安全視距  

 (C) 最大超高率  (D) 車重 

3. 在同一設計速率下，停車視距(SSD)、應變視距(DSD)及超車視距(PSD)

三者之關係為何？ 

 (A) SSD＝DSD＝PSD   (B) DSD＞SSD＞PSD 

 (C) SSD＞DSD＞PSD   (D) SSD＜DSD＜PSD  

4. 在相同道路設計及交通條件下，有關公路平曲線半徑之敘述，下列何者

正確？ 

 (A) 半徑愈小，曲度愈小  

(B) 半徑愈小，代表公路轉彎程度愈小 

(C) 半徑愈小，會產生較大離心力 

(D) 半徑大小與曲度無關 

5. 有關全聯結車(WB18)，其 WB18所指之意義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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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車輛之全長     (B) 車輛前懸至後懸之距離    

(C) 車輛之重量  (D) 車輛第一輪軸至最後輪

軸之距離  

6. 在某路段中，若所有車輛均保持相同之速度行駛，其空間平均速度與時

間平均速度之大小關係為何？ 

 (A) 空間平均速度＝時間平均速度 (B) 空間平均速度＜時間平

均速度 

 (C) 空間平均速度≧時間平均速度 (D) 不一定 

7. 高、快速公路係根據下列何種方式加以分類？  

 (A) 依交通功能  (B) 依行政系統  

 (C) 依地域特性  (D) 依道路兩旁發展程度 

8. 交通事故率分析包括分子項與分母項兩種資料需求，下列何者不是分子

項所要之資料？ 

 (A) 交通事故受傷人數 (B) 交通事故死亡人數 

 (C) 交通事故次數  (D) 行車公里數 

9. 下列何者為運輸系統管理方法中「降低運輸需求」之策略？ 

 (A) 提供高速公路即時資訊    (B) 增加停車空間 

 (C) 實施幹道續進號誌系統 (D) 實施道路定價 

10.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中，對於行車管制號誌週期長度之設計

原則為何？ 

 (A) 50秒至 200秒    (B) 50秒至 300秒 

 (C) 30秒至 200秒  (D) 無規定 

11. 以車輛偵測器持續觀測某路段之車輛佔有率(Occupancy)一小時，其累計

偵測器感應時間為 2000秒，則該路段之佔有率為多少？ 

 (A) 約 40％     (B) 約 56％ (C) 約 65％ (D) 

約 72％   

12. 下列何者為鑽石型(菱形)交流道設計之主要缺點？ 

 (A) 行車動線複雜     (B) 由主要公路駛出之車輛

需逆向行駛 

 (C) 用地面積過大                      (D) 交通量大時，較其他設

計易造成壅塞 

13. 上午 8 時至 9 時，每 5 分鐘之交通流量如下表所示，已知尖峰小時交通

量為 1414輛/小時，則 15分鐘的尖峰小時因子(PHF15)為何？ 

時間 8:00~ 8:05~ 8:10~ 8:15~ 8:20~ 8:25~ 8:30~ 8:35~ 8:40~ 8:45~ 8:50~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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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 8:10 8:15 8:20 8:25 8:30 8:35 8:40 8:45 8:50 8:55 9:00 

流量 115 118 117 119 112 117 114 116 120 122 118 126 

 (A) 0.97     (B) 0.94    (C) 0.88 (D) 

0.82 

14. 承第 13題，其 5分鐘的尖峰小時因子(PHF5)為何？ 

 (A) 0.97     (B) 0.94    (C) 0.88 (D) 

0.82 

15. 欲核對起訖點交通量或家庭訪問資料之正確性，應進行下列何種調查？ 

 (A) 屏柵線交通量調查  (B) 週界交通量調查 

 (C) 轉向交通量調查  (D) 尖峰小時交通量調查

   

16. 某車自 A 點行駛到 B 點，計花費 500 秒，途經 3 處號誌化路口共停等

100 秒。若排除任何阻礙因素後，行駛時間為 350 秒，則該車於該路段

之旅行時間延誤共有多少秒？ 

 (A)100秒    (B) 150秒     (C) 400秒 (D) 50

秒   

17. 下列何者為公路容量手冊評估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服務水準之主要績效指

標？ 

 (A) 平均流量 (B) 平均旅行時間 (C) 密度 (D) 

速率   

18. 某路段交通量調查結果共有 1000輛車，其中大型車佔了 15%，機車佔了

30%，其餘為小客車，若大型車之小客車當量(PCE)為 2，機車之小客車

當量為 0.5，此一路段之交通量為多少小客車當量數(PCU)？ 

 (A) 550   (B) 800 (C) 1000   (D) 

1200 

19. 某路段之自由車流(free-flow)速率 )( fu 為 80 公里/小時，壅塞密度(jam 

density)( jk )為 100 輛 /小時，若速度 ( u )與密度 ( k )為線性關係

且            ，則該路段之最大期望流量為多少？ 

 (A) 1500輛/小時 (B) 1800輛/小時 (C) 2000輛/小時      (D) 

2400輛/小時 

20. 承第 19題，當時所對應之車速為多少？ 

 (A) 20公里/小時     (B) 40公里/小時  

 (C) 60公里/小時  (D) 80公里/小時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1(
j

f
k

k
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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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下列何者屬禁制標誌？  

 (A) 遵行標誌  (B) 輔助標誌 (C) 限制標

誌  

 (D) 禁止標誌 (E) 指示標誌   

22. 視覺能力包括下列哪些項目？ 

 (A) 眩光恢復(glare recovery)    (B) 視 覺 深 度 (depth 

perception) 

 (C) 動態視力(dynamic visual acuity)    (D) 調適能力(adaptation) 

 (E) 周邊視界(peripheral vision) 

23. 下列何者屬於輔助車道？ 

 (A) 爬坡車道      (B) 機車優先道 (C) 公車專

用道  

 (D) 加速車道 (E) 減速車道   

24. 有關公路平面交叉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平面交叉之管制，可分為號誌管制及無管制二種方式 

 (B) 平面交叉之衝突型態，以交織(weaving)行為最為常見 

 (C) 平面交叉線型宜平直，若需設置超高時宜小於 3%  

 (D) 三叉路口之 Y型交叉係指交叉之銳角小於 90度 

 (E) 設計速率 80公里/小時以上之公路與各級道路相交時，宜採用立體交

叉 

25. 下列哪些因素與求算單方向設計小時交通量(DDHV)有直接關係？ 

 (A) 年平均每日交通量(AADT)     (B) 尖峰小時係數(PHF) 

 (C) K-factor (D) T-factor 

 (E) D-factor   

26. 有關環形交叉(圓環)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環形交叉之車道數，一般以不少於 2車道、不超過 4車道為原則 

 (B) 所需之交織長度由交織交通量之交通組成決定 

 (C) 圓環出口之設計速率應較圓環內為低                                 

 (D) 適用於高流量地區 

 (E) 可在低相對速率下，提供安全而便利的連續流通 

27. 交通島之設置方式，可包括下列哪些型式？ 

 (A) 凸島     (B) 凹低帶     (C) 緣石 

 (D) 標線   (E) 標記   

28. 「固定式」車輛偵測器依其對於路面施工之需求，可分為「侵入式」與

「非侵入式」兩種，下列何者屬於「非侵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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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微波式車輛偵測器    (B) 環路線圈式車輛偵測器 

 (C) 紅外線車輛偵測器 (D) 影像式車輛偵測器 

 (E) 磁感應式車輛偵測器   

29. 下列何者為固定延誤發生之因素？ 

 (A) 轉彎車輛     (B) 「停」字標誌 (C) 交通號

誌  

 (D) 公車停靠 (E) 鐵路平交道   

30. 有關剛性路面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耐壓、不易變形     (B) 容易受水之影響，摩擦力

較小 

 (C) 噪音小、維修容易 (D) 比較適用於高溫地區 

 (E) 適用於交通量以重車為主之路段   

31. 有關交通特性參數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巨觀交通參數之速率係指時間平均速率      

 (B) 交通流量與行進間距(headway)具有倒數關係  

 (C) 某地點之平均行進間距為 4秒，則其交通流量為 1200輛/小時 

 (D) 在已知車間空程(gap)下，行進間距與速率成反比 

 (E) 若已知平均行進間距為 2秒且車間空程為 20公尺，則該路段之速率

為 36公里/小時   

32. 下列哪些標線設施其種類屬於禁制標線，劃設方式為輔助標線？ 

 (A) 讓路線     (B) 停止線 (C) 路中障

礙物體線  

 (D) 槽化線 (E) 機車停等區線   

33. 交叉路口號誌之時制設計中，有關行人穿越所需最短綠燈時間，應考慮

哪些因素？ 

 (A) 行車速率   (B) 行人起步延誤 (C) 步行速

率  

 (D) 行人流量 (E) 清道時間   

34. 有關行人穿越道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於交岔路口；其寬度為 40 公分，間隔為

40公分至 80公分   

 (B) 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應配合設置行人穿越道號誌  

 (C) 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設於道路中段，距最近行人穿越設施不得少

於 200公尺  

 (D) 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設於有行人專用時相之號誌路口，分全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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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段性二種 

 (E) 同一路口不可同時劃設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及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

   

35. 下列何者為輔助標誌？ 

 (A) 車道預告標誌     (B) 安全方向導引標誌 (C) 告示牌 

  

 (D) 車輛故障標誌 (E) 開亮頭燈標誌    

36. 有關停車視距、應變視距及超車視距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三者所規範駕駛人之視點高(He)均一樣   

 (B) 三者所規範駕駛人之視點高，以超車視距最大 

 (C) 三者所規範之目標物高(Ho)均一樣  

 (D) 三者所規範之目標物高，以超車視距最大 

 (E) 三者所規範之目標物高，以停車視距最小  

37. 下列何者為設置單行道之優點？ 

 (A) 減少潛在衝突點    (B) 便於實施號誌連鎖安排

  

 (C) 縮短行駛里程 (D) 改善行人穿越街道之行

動 

 (E) 減少大眾運輸旅次之步行距離 

38. 某交叉路口進行路口停等時間延誤調查，計調查 5 分鐘，調查間隔時間

為 15秒，其停等之車輛總數為 100輛，交通流量為 75輛，其中 40輛為

受阻車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路口總延誤量為 600車-秒   (B) 路口每一臨近車輛平均

延誤為 20秒 

 (C) 路口受阻車輛百分率為 53％ (D) 路口總延誤量為 1500車-

秒  

 (E) 路口每一臨近車輛平均延誤為 30秒   

39. 有關交通感應號誌(traffic actuated signal)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分為全交通感應控制與半交通感應控制二種  

 (B) 全交通感應號誌之偵測器設於所有臨近路段上 

 (C) 半交通感應號誌之偵測器只設於幹道上  

 (D) 半交通感應號誌適用於主次要道路交通量懸殊，且次要道路交通量

變化甚大之地點 

 (E) 全交通感應號誌適用於各流向交通量相近，變化不大且規律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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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下列何者為是否需設置行車管制號誌之考慮條件？ 

 (A) 尖峰小時汽車交通量    (B) 行人穿越數  

 (C) 交叉路口型態 (D) 幹道連鎖  

 (E) 交通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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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交通學系 

科目：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4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人員到達現場後，最優先之處置為何？  

 (A) 現場警戒    (B) 救護傷患 (C) 管制交通 (D) 

調查蒐證 

2. 轄內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應先以電話「初報」，並於多久內傳真通報警政

署及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  

 (A) 半小時    (B) 一小時 (C) 二小時 (D) 

三小時 

3. 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地點在快速道路之車道或路肩時，其車輛故障

標誌應立於事故地點後方多遠處？  

 (A) 七十公尺    (B) 八十公尺 (C) 九十公尺 (D) 

一百公尺 

4. 運送危險物品車輛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時，警察機關之優先處置為何？  

 (A) 儘速通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B) 儘速通報消防機關  

 (C) 確認危險物品種類 (D) 適當管制現場 

5.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於事故七日後，得向警察機關申

請閱覽或提供下列何種資料？  

 (A) 道路交通事故證明單 (B) 現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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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當事人筆錄  (D) 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

研判表 

6. 道路交通事故的三個要素 H.V. E.，其中的 E代表下列哪一個英文字？ 

 (A) Enforcement  (B) Education (C) Engineering (D) 

Environment 

7. 為求得某路段路面之摩擦係數，某甲以 50KPH的車速緊急煞車，現場留

有 12公尺之煞車痕，請問當地路面之摩擦係數為何？ 

 (A) 0.6   (B) 0.7 (C) 0.8 (D) 

0.9 

8. 肇事後，因有檢驗、鑑定或查證必要而暫予扣留之車輛，於扣留原因消

滅後，應即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其移置費與保管費之規定為何？ 

 (A) 不得收取移置費，但可收取保管費 (B) 不得收取保管費，但可

收取移置費 

 (C) 移置及保管費用皆可依規定收取 (D) 不得收取移置及保管費

用 

9. 肇事逃逸致財物損失或普通傷害之案件，應由下列何者偵辦？ 

 (A) 該管派出所   (B) 該管交通隊 (C) 該管警察分局 (D) 

該管警察局   

10. 各警察機關審核小組應於 A1類事故發生後幾日內完成案件審核？  

 (A) 15日    (B) 20日 (C) 25日 (D) 30

日  

11. 你駕車以 60KPH的速度在道路上行駛，若你的反應時間為 1.5秒，請問

你所需之反應距離為何？ 

 (A) 25公尺    (B) 45公尺 (C) 50公尺 (D) 90

公尺   

12. 當車速增加 2 倍時其所增加的動能為 4 倍，請問此時若緊急煞車，其煞

車痕長度會增加幾倍？ 

 (A) 2倍   (B) 4倍 (C) 6倍 (D) 8

倍  

13. 若以 200公斤的施力便能將重 1000公斤的汽車於路面上平穩的推行，請

問該路面與該汽車間的摩擦係數為何？ 

 (A) 0.2    (B) 0.5 (C) 0.8 (D) 

1.2 

14. 輪胎胎溝的深淺與行車安全有著緊密的關係，請問胎溝設計的最主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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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為何？ 

 (A) 美觀   (B) 排水 (C) 散熱 (D) 

增加抓地力  

15. A車於路口右轉時與同向同車道行駛於其右後方之 B車發生碰撞，此種

碰撞型態為何？ 

 (A) 擦撞 (B) 追撞 (C) 路口交叉撞 (D) 

側撞  

16. 醫療電動代步車於道路上行駛時，應比照下列何種管制規定？  

 (A) 行人  (B) 動力機械 (C) 電動輔助自行車 (D) 

拼裝車  

17. 對事故現場跡證之定位、拍照存證，下列何者應優先為之？ 

 (A) 車輛之終止位置 (B) 煞車痕    (C) 刮地痕 (D) 

落土   

18. 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之優先遵行方式為何？ 

 (A) 左方車輛應讓右方車輛先行    (B) 外車道車輛應讓內車道

車輛先行 

 (C) 應讓直行車道車輛先行 (D) 內、外車道車輛輪流通

行  

19. 以等速煞車，大卡車之煞車痕多半比小客車為長，其最可能之原因為何？ 

 (A) 兩車之重量不同    (B) 兩車之煞車系統不同 

 (C) 兩車輪胎之材質不同                (D) 兩車輪胎對路面之單位

壓力不同 

20. 下列何者最不適合被選作基準點？ 

 (A) 界碑   (B) 牆角 (C) 電線桿 (D) 

路口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下列何者符合定義之「道路交通事故」？ 

 (A) 自行車行駛於騎樓與行人發生擦撞致行人受傷 

 (B) 汽車於私有停車場與他車發生擦撞導致車損 

 (C) 汽車停於路邊停車格內遭掉落物砸毀車頂 

 (D) 汽車停於路邊停車格內遭另一車輛擦撞而受損 

 (E) 汽車自行失控撞及路樹而受損   

22. 下列何種道路交通事故之情形，屬重大交通事故？  

 (A) 死亡三人以上者    (B) 死傷十五人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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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受傷十人以上者                   (D) 有運送

危險物品之車輛涉入者 (E) 有運送放射性物質之車輛涉入

者 

23. 下列何者為鐵路平交道交通事故？ 

 (A) 汽車與汽車於鐵路平交道發生之交通事故 

 (B) 汽車與火車於鐵路平交道發生之交通事故 

 (C) 汽車與行人於鐵路平交道發生之交通事故 

 (D) 火車與行人於鐵路平交道發生之交通事故 

 (E) 火車與火車於鐵路平交道發生之交通事故  

24. 下列何種煞車不能用於緊急煞車之用？  

 (A) 鼓式煞車   (B) 碟式煞車 (C) 引擎煞車 (D) 電磁式煞車

 (E)  ABS煞車 

25. 下列何種跡證可以有效幫助我們判斷事故之撞擊點？  

 (A) 落土集中處     (B) 煞車痕折彎處

 (C) 水、油漬集中處 (D) 兩車行向交會處

 (E) 人體血跡集中處   

26. 車輛向左急轉彎時，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 由於離心力使然，重心會向右偏移  

 (B) 由於向心力使然，重心會向左偏移 

 (C) 此時若用力踩煞車，右側輪將先鎖死 

 (D) 此時若用力踩煞車，左側輪將先鎖死 

 (E) 由於離心力等於向心力，用力踩下煞車，兩側輪將同時鎖死   

27. 甲開 A車從後追撞乙所駕 B車，經檢測酒精濃度結果，甲未飲酒，乙吐

氣所含酒精濃度為 0.60mg/l，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 甲未保持安全距離為肇事原因    (B) 乙酒後駕車為一般違規 

 (C) 甲、乙同為肇事原因 (D) 乙酒精濃度超過標準駕

車為肇事原因 

 (E) 乙酒精濃度超過 0.55mg/l以公共危險罪移送   

28. 抵達交通事故現場之員警並未目睹駕駛行為，當有人主動聲稱其為駕駛

時，警察可採哪些跡證以補強其自白？  

 (A) 安全氣囊上的血跡    (B) 排檔桿上的指紋

 (C) 方向盤上的指紋 (D) 當事人的體傷

 (E) 煙灰缸裡的煙蒂   

29. 下列何者屬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規範之「慢車」？  

 (A) 腳踏自行車    (B) 電動輔助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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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人力三輪車  

 (D) 人力手推貨車 (E) 電動代步車   

30. 以下有關煞車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煞車減速是一種將動能轉換成熱能的過程 

 (B) 轉向輪一旦鎖死即失去轉向之功能 

 (C) 任何情況下，ABS煞車系統之制動表現都比傳統煞車為佳 

 (D) 在緊急煞車的情況下，ABS煞車系統仍能保有轉向之功能 

 (E) 靜止摩擦力>滑動摩擦力   

31. 處理無人傷亡之肇事逃逸案件時，於事故現場應特別注意之事項為何？ 

 (A) 儘可能設法尋找目擊證人    (B) 立即前往查訪附近汽車

修理業 

 (C) 協請附近商家提供監視錄影帶 (D) 仔細勘查、蒐證肇逃車

輛遺留之跡證 

 (E) 立即指派刑事或鑑識人員支援蒐證   

32. 下列何者符合交通事故當事人之要件？  

 (A) 事故之肇事人    (B) 事故之被害人 

 (C) 目睹事故經過之見證人 (D) 於事故中受傷之乘客 

 (E) 於事故中受傷之行人   

33.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權責之劃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於港區內發生者，由各該港務警察局處理 

 (B) 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由國道公路警察局處理 

 (C) 鐵路平交道交通事故由鐵路警察單位處理 

 (D) 涉外交通事故由交通(行政)警察、外事警察、刑事警察會同處理 

 (E) 他轄事故應迅即通知該管機關處理   

 

34. 交通分隊受理交通事故報案後之通報措施，下列何者正確？ 

 (A) 立即派員趕往現場並向上級報告   (B) 現場有人死亡時，通知

刑事單位及地檢署 

 (C) 軍車交通事故，通知憲兵隊 (D) 涉外交通事故，通知外

事、刑事單位 

 (E) 非 A1類交通事故不得指派刑事或鑑識人員支援   

35. 為確保跡證之完整，現場保護是必要之手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在不影響證據保全的原則下，管制範圍越小越好 

   (B) 有必要時亦可將道路全部封閉 

 (C) 不論如何不可將道路全部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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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蒐證應從狀況較單純之一側開始，以利迅速恢復交通 

 (E) 蒐證應從狀況較複雜之一側開始，以免挂一漏萬 

36. 汽車行駛至無號誌路口，其行進轉彎之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A) 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     

 (B) 未劃分幹支道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 

 (C) 未劃分幹支道且車道數相同時，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D) 同為直行或轉彎車者，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 

 (E) 對向行駛之左右轉彎車欲進入同一車道時，左轉彎車應讓右轉彎車

先行   

37. 下列針對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攝影之注意事項，何者為正確？  

 (A) 影像必須清晰 

 (B) 拍攝路面跡證時，相機機身與道路標線應保持垂直或水平 

 (C) 對於肇事車損部位應以對角法拍攝 

 (D) 拍攝時應水平持機 

 (E) 相機鏡頭以廣角為佳 

38. 下列對於偏向滑痕(Yaw marks)之描述何者正確？  

 (A) 其輪胎滾動的方向與輪胎實際移動的方向不一致 

 (B) 其滑痕長度可據以估算其失控時之車速 

 (C) 其滑痕呈弧形狀 

 (D) 其滑痕係由離心力所造成 

 (E) 所求得的車速為最小車速   

39. 下列何者為積水路面發生水膜(漂)作用之可能成因？  

 (A) 載重不足 (B) 車速過快 (C) 胎溝過淺 (D) 急 踩 煞 車

 (E) 爆胎   

40. 下列何者為選定基準線之原則？  

 (A) 較易被確認及描述者    (B) 影響交通最小者

 (C) 最靠近路口者 (D) 距離路標較遠者

 (E) 最靠近測繪對象集中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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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交通學系 

科目：道路交通法規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某甲擅自於住家附近道路劃設停車格位標線，供其車輛停放，某甲的行

為係違反下列何項法令規定？ 

 (A)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B)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C)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D)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2. 有關行人穿越道路時，其相關規定，下列何者不正確？ 

 (A) 在未設有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行人穿越道路，應於人行道延伸

線三公尺以內之範圍 

 (B) 在劃有分向限制線、設有護欄之路段，不得穿越 

 (C) 於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又無號誌指示者，應小心迅速通行           

 (D) 未設人行道而有劃設停止線之交岔路口，行人穿越道路之範圍，應

於停止線前至路緣以內 

3. 汽車行駛時，對於燈光之使用，下列何者違反規定？ 

 (A) 遇雨、霧時，才得使用霧燈 

 (B) 行駛調撥車道未開亮頭燈 

 (C) 夜間於同向前方一百公尺內有車輛行駛時，除欲超車外，應使用近

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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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行駛隧道區路段未開亮頭燈 

4.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車輛尺度之限制，下列何者正確？ 

 (A) 大客車全長不得超過十一點二公尺    (B) 全聯結車全長不得超過

二十點二公尺 

 (C) 小客車附掛之拖車不得超過七點一公尺 (D) 機器腳踏車全長不得超

過二點五公尺 

5. 有關交通違規行為不服主管機關所為之處罰，其聲明異議之規定下列何

者正確？ 

 (A) 於接到裁決書翌日起十五日內，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 

 (B) 法院受理聲明異議案件以裁決為之 

 (C) 不服前項之裁決，受處分人或原處分機關得為抗告 

 (D) 受處分人對於抗告之結果不得再抗告  

6. 舉發汽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汽車駕駛人未領有駕駛執照且無法查

明其戶籍所在地時，應移送下列何處之機關處罰？ 

 (A) 行為地處罰機關  (B) 駕籍地處罰機關  (C) 戶籍地處罰機關  (D) 

車籍地處罰機關   

 

7.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鐵路平交道時，應將速度減至多少時速以下，

以維行車安全？ 

 (A) 十五公里 (B) 三十公里 (C) 四十公里 (D) 

五十公里 

8. 行駛於高速公路之載重聯結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聯結重量逾百分

之二十而無法卸貨分裝時，經舉發後，下列處置何者不正確？ 

 (A) 需改正後，始得繼續行駛 (B) 未改正前繼續行駛，加

倍處罰  

 (C) 未改正前繼續行駛，得連續舉發 (D) 當場禁止其通行   

9.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高速公路及快速道路遇有濃霧、濃煙、強風

等狀況，致能見度甚低時，應顯示危險警告燈暫停於路肩或時速應低於

多少以下行駛？ 

 (A) 十五公里 (B) 三十公里 (C) 四十公里 (D) 

五十公里   

10. 大客車於福爾摩沙高速公路中部路段，依規定之最高速限行駛，其行車

之安全距離至少應保持多少公尺以上，才符合規定？ 

 (A) 六十公尺     (B) 九十公尺 (C) 一百公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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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公尺   

11. 汽車行經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因故障而暫停於路肩時，其停放時間，最

多不能超過多久？ 

 (A) 半小時  (B) 一小時        (C) 二小時         (D) 

四小時   

12. 汽車駕駛人超速違規，經民眾拍照檢舉後，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自行為

成立之日起，逾多久即不得舉發？ 

 (A) 三個月      (B) 二個月 (C) 三十日          (D) 

二十日 

13. 汽車不依規定參加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逾期多久以上，則可當場暫代保

管其車輛牌照？ 

 (A) 一個月     (B) 三個月        (C) 六個月        (D) 

一年 

14. 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有關資料、簿冊等應妥為保存，除未結案

或涉及刑事責任之有關文件外，其保存期限應屆滿多久，才得銷毀？ 

 (A) 六個月       (B) 一年           (C) 三年         (D) 

五年 

15.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未滿十八歲之人的違規行為，處罰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B) 汽車駕駛人，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

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三分之ㄧ 

 (C) 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依規定駕車行駛，因行人不依規定擅自進入

快車道，因而致人受傷   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減輕其刑

至二分之ㄧ 

 (D) 汽車駕駛人，行經交岔路口，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

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ㄧ 

16. 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欲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多遠之前顯示方向燈

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行駛至路口再右轉？ 

 (A) 十五公尺    (B) 二十公尺 (C) 三十公尺 (D) 

六十公尺  

17. 機器腳踏車附載人員或物品時，下列何者不合規定？ 

 (A) 重型機車載物不得超過八十五公斤  (B) 載物寬度不得超過把手

外緣十公分 

 (C) 附載坐人不得側坐                  (D) 載物長度自後輪軸起不

得超過半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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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小客車附載幼童，未依規定安置於安全椅，應處罰駕駛人罰鍰，此所稱

「幼童」之定義，下列何者正確？ 

 (A) 年齡在三歲且體重在十四公斤以下之兒童 

 (B) 年齡在四歲且體重在十四公斤以下之兒童 

 (C) 年齡在四歲且體重在十八公斤以下之兒童 

 (D) 年齡在六歲且體重在十八公斤以下之兒童 

 

19. 汽車駕駛人，於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駛汽車經檢測酒精濃度超過規定

標準，應如何處罰？ 

 (A) 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車輛

及再吊扣其駕駛執照    (B) 處最高新臺幣六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

車輛及再吊扣其駕駛執照 

 (C) 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車輛

及吊銷其駕駛執照 (D) 處最高新臺幣六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

車輛及吊銷其駕駛執照 

20. 汽車駕駛人，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應如何處罰？ 

 (A)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B) 處新臺幣七千二百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C) 處新臺幣八千四百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D) 處新臺幣九千六百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有關高速公路車道之定義，下列何者正確？ 

 (A) 主線車道：指車道中可供汽車直駛之車道 

 (B) 內側車道：指主線車道中最左側之車道  

 (C) 中內車道：指同向四車道或五車道中鄰接內側車道之車道 

 (D) 加速車道：指設於匝道與主線車道之間，專供汽車由匝道駛出主線

車道之車道  

 (E) 匝道：指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間或與其他道路連接，構成立體相交

之部分     

22. 下列何者在高速公路執行任務時，其行車速率可不受速限標誌之限制，

但應依規定裝置明顯警示標識？ 

 (A) 救護車    (B) 工程救險車  

 (C) 拖吊車 (D) 發生肇事之事故車 

 (E) 救濟車   

23. 下列何者不得任意行駛或進入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 



道路交通法規5  

 (A) 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    (B) 鋪瀝青路面之動力機械  

 (C) 改裝汽車 (D) 部隊行軍車輛 

 (E) 小馬力之大客車     

24. 經核准開放行駛於快速公路之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行駛時應遵守下列

哪些相關規定？ 

 (A) 可附載乘客一人     (B) 可利用同車道超越車輛  

 (C) 左轉時應採二段式左轉 (D) 應全天開啟頭燈 

 (E) 不可於同車道倂駛前進   

25. 下列何種違規行為，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 

 (A) 深夜時段黃線禁止停車路段停車      (B) 駕駛汽車未隨身攜帶駕

駛執照  

 (C) 行經道路施工路段不減速慢行 (D) 行經行人穿越道不減速

慢行 

 (E) 駕駛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未逾百分之十者   

    

26. 舉發汽車所有人、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下列何者應當場暫代

保管其車輛？ 

 (A) 未經核准領用牌照之拼裝車輛     (B) 經報廢登記仍行駛之車

輛  

 (C) 動力機械 (D) 堆高機 

 (E) 經依規定淘汰並公告禁止行駛仍行駛之慢車   

27. 下列何種違規行為得連續舉發？ 

 (A) 駕駛汽車超速，於舉發後違規地點相距三公里以上者 

 (B) 駕駛汽車於隧道內之超速行為 

 (C) 不緊靠道路右側停車，經舉發後逾二小時者   

 (D) 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停車，經舉發後逾二小時者 

 (E) 汽車買賣業者在道路上違規停放待售車輛，而不在場未能移置，經

舉發後逾二小時者 

28. 下列何種違規行為，應當場暫代保管其駕駛執照？ 

 (A) 使用逾期之駕駛執照駕車     

 (B) 職業汽車駕駛人逾期審驗六個月以上  

 (C)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為逃避繳費，致收費人員受傷  

 (D) 使用學習駕駛證駕車致人受傷 

 (E) 汽車駕駛人未經核准附掛拖車行駛，因而致人重傷 

29. 汽車依其使用之性質，分為下列各類，其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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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大客車：指載重量逾三公噸半之客車 

 (B) 小客車：指座位在九座以下之客車  

 (C) 大貨車：指載重量逾三噸半之之貨車 

 (D) 代用小客車：指小貨車兼供代用客車，其載客人數包括駕駛人在內

不得超過十人 

 (E) 代用大客車：指其載客人數包括駕駛人在內不超過二十五人之大貨

車   

30. 車輛所有人、駕駛人、行人或其他使用道路之行為人，違反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之規定，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處罰；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未規定者，仍可依下列何種規定處罰？ 

 (A) 市區道路條例     (B) 公路法  

 (C) 社會秩序維護法 (D) 行政執行法 

 (E) 刑法     

31. 有關汽車臨時牌照之使用，下列何者正確？ 

 (A) 汽車在未領有正式牌照前，買賣試車時，不必申領臨時牌照 

 (B) 汽車在未領有正式牌照前，駛往海關驗關繳稅時，應申領臨時牌照 

 (C) 汽車臨時牌照之核發期限為七日，但有正當理由申請再領以一次為

限 

 (D) 臨時牌照使用期限屆滿後，應即將該車牌向公路監理機關繳銷之 

 (E) 領用臨時牌照之車輛，得載運客貨收費營業   

32.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下列何種車輛應備有合於規定之滅火器？ 

 (A) 大型遊覽車     (B) 工程救險車  

 (C) 曳引車 (D) 拖吊車  

 (E) 幼童專用車 

33. 貨車裝載整體物品，若其長度、高度、寬度超出規定時，應填具哪些資

料及做好哪些措施，並申請臨時通行證行駛？ 

 (A) 繪製裝載圖      

 (B) 應向起運地之公路監理機關申請  

 (C) 行駛時，應於車輛前後端懸掛危險標識 

 (D) 行駛路線若需經過不同之省(市)時，應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之同意 

 (E) 若需經過高速公路行駛時，除有特殊狀況外，應行駛外側車道，並

禁止變換車道 

34.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下列何處所不得迴車？ 

 (A) 劃有分向線之路段     (B) 鐵路平交道  

 (C) 設有隧道標誌之路段 (D) 禁止左轉路段  

 (E) 行車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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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有關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在道路施工路段得臨時停車         

 (B) 在交岔路口十公尺內不得臨時停車 

 (C) 在消防車出、入口十公尺內不得臨時停車  

 (D) 在機車優先道不得臨時停車  

 (E) 接送行動不便之人上、下車者，臨時停車不受三分鐘之限制 

 

36. 有關車輛行駛中之優先順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當單行道路寬足夠時，得與他車並行行駛   

 (B) 可插入正在連貫行駛汽車之中間行駛  

 (C) 行經多車道之圓環，應讓外側車道之車輛先行 

 (D) 起駛前，車輛應讓行進中之行人優先通行  

 (E) 聞救護車之警號，不避讓者，除處罰鍰外並吊扣駕駛執照三個月 

37.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哪些情形，可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二萬四

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A) 在道路上試車     (B) 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

高速限四十公里以上 

 (C) 機車在道路上以單輪行駛 (D) 在道路上競技、競駛  

 (E) 故意在道路上以極慢速行駛 

38. 汽車駕駛人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其處罰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

正確？ 

 (A) 處汽車所有人罰鍰，並記汽車違規紀錄一次 

 (B) 超載十公噸以下，以總超載部分，每一公噸加罰新台幣二千元  

 (C) 超載逾三十公噸，以總超載部分，每一公噸加罰新台幣三千元  

 (D) 汽車駕駛人有超載之情形，因而致人受傷，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  

 (E) 汽車駕駛人有超載之情形，因而致人重傷，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 

39. 有關非屬汽車範圍之動力機械，下列規定何者正確？ 

 (A) 動力機械分為輕型、重型、大型重型動力機械等三類  

 (B) 動力機械分為普通、重型、大型重型動力機械等三類  

 (C) 動力機械行駛於道路時，其駕駛人必須領有小型車以上之駕駛執照

  

 (D) 自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總重量逾三點五噸之動力機械，其駕

駛人必須領有大貨車以上之駕駛執照 

 (E) 自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重型及大型之動力機械，其駕駛人

應領有聯結車之駕駛執照 

40. 王君駕駛汽車肇事後，因緊張而駕車離開事故現場，事後被警查獲，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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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對方當事人有受傷，請問王君會受到下列何種處罰？ 

 (A) 處新台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B) 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九

千元以下罰鍰 

 (C) 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個月至三個月 (D) 吊扣其駕駛執照三個月

至六個月  

 (E) 吊銷其駕駛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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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刑事警察學系 

科目：犯罪偵查學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6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門窗被破壞，留有工具痕跡，且屋內貴重物品與錢財全部遺失」，此一

情況最足以說明下列何者？ 

 (A) 發生了犯罪事實(corpus delicti)之訊息 (B) 呈現犯案手法(modus 

operandi, MO)之訊息  

 (C) 兇嫌與被害人之連結 (D) 兇嫌與使用工具之連結    

2. 依據「證人保護法」之規定，請選出錯誤之敘述：  

 (A) 該法之目的是使證人勇於出面作證，以利犯罪之偵查與審判，並維

護被告權利      

 (B) 所保護之法益，包括證人或與其有密切利害關係人之生命、身體、

自由、財產  

 (C) 適用於所有刑事類案件之證人  

 (D) 受保護之證人負有如下三項義務：偵查中或法院審理中到場作證、

陳述自己見聞之事證、接受對質與詰問 

3. 「於室內或夜間亦固定持續戴著太陽眼鏡，以減輕眼睛無法調適光線變

化之程度或避免瞳孔擴散被發現。」上述生理徵象最有可能是吸食下列

何種藥毒物所產生？  

 (A) 嗎啡(morphine)(麻醉作用)    (B) 古柯鹼(cocaine)(興奮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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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LSD(幻覺作用)  (D) 西可巴比妥(secobarbital

俗稱紅中)(鎮靜作用)  

4. 在刑事案件中，從知情(或可能知情)民眾之描述，加以記錄、歸納、分

析，藉以獲得案情進一步之訊息。基於此情報蒐集、調查之目的，其所

從事之偵查行動稱為下列何者？ 

 (A) 後續訪談(follow-up interview)    (B) 線 民 佈 建 (informant 

establishment)  

 (C) 偵訊問話(interrogation) (D) 心理測謊 (psychological 

polygraph) 

5. 關於通訊監察之偵查利用，下列何者錯誤？ 

 (A) 通話之背景聲音亦具有偵查價值      

 (B) 通話對象若是使用公共電話，則無法判讀 

 (C) 具有犯罪證據之通話內容應逐字譯文  

 (D) 可以根據聲音特性判斷通話者身分 

6. 關於現場偵查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現場內之紀錄與採證，應以 2人為一組，進行同一工作     

 (B) 最初發生之犯罪地點稱為第一現場，任何後續再發生之現場則均稱

為第二現場  

 (C) 分屍案之屍塊丟棄現場亦屬於一個犯罪現場  

 (D) 現場查訪時可允許證人與路人交談，藉以確認案發之過程 

7. 有關跟蹤與監視之偵查行動，下列何者錯誤？ 

 (A) 對於經常發生或經合理判斷可能發生犯罪案件之民宅，基於維護治

安之必要，得協調相關機關裝設監視器  

 (B) 基於監視所蒐集之資料，非有保存之必要情況，應以銷毀為原則 

 (C) 通常跟監人員所使用之通信器材為無線電對講機  

 (D) 原則上在單一跟監任務中，必須使用相同之通信頻道 

8. 對於犯罪嫌疑人之人別確認，如需實施被害人或目擊證人之指認時，下

列措施何者錯誤？  

 (A) 可實施照片指認     

 (B) 應以一對一方式，被指認人逐一呈現或出現，俾利容貌特徵之明確

辨識 

 (C) 必須告訴指認人，嫌疑人不一定在被指認人之中  

 (D) 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陳述嫌疑人特徵    

9. 犯罪現場重建對於偵查犯罪扮演著重要角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主要目的在於找出罪犯身分及其犯罪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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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重建之標的係針對犯罪實施之整個過程，很難針對某種特定證物、

某事件環節或某種特定功能作用來進行重建 

 (C) 重建所需之資訊，可以是證物及其分析所得、證詞、專家證言等訊

息  

 (D) 所獲得之結論通常是明確的，例如：是或不是以某種方式所造成之

結果   

10. 承第 9 題，現場重建之步驟包含如下七項：跡證評估(evaluation)、

跡證紀錄(documentation)、採證(collection)、跡證辨識(recognition)、

測試 (testing)、提出假設 (hypothesis)、重建結論 (reconstruction 

result)。其正確順序為何？  

 (A)   (B)    

 (C)   (D)    

11. 都會區大樓竊盜，竊賊混入大樓，上至頂樓陽台，將攀降設備綁在頂樓

水塔或樑柱，再下降到每一層樓侵入行竊。此種「蜘蛛大盜」之犯罪行

為，適用下列何種術語稱之？ 

 (A) 犯案手法(MO)   (B) 犯 行 特 徵 (signature 

aspects)  

 (C) 犯罪儀式(criminal ritual)        (D) 犯 罪 徵 象 (criminal 

symptom)   

12.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之規定，對於從

事與公共安全有關業務、因業務需要經常接觸毒品，而有必要實施尿液

採驗之人，得強制採驗。下列何者非屬該範圍之人？ 

 (A) 意外檢驗：指工作發生意外時實施之尿液檢驗  

 (B) 入伍檢驗：入伍服兵役前之役男 

 (C) 復學檢驗：輟學學生欲復學者 

 (D) 在學檢驗：對特定學校之學生所實施之不定期尿液檢驗  

13. 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6 條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口頭通知執行

通訊監察」之案類？ 

 (A) 擄人勒贖    (B) 詐欺  

 (C) 製造、販賣鴉片  (D) 投放毒物以恐嚇取財  

14. 竊盜犯罪之發生率高，但破案率低，常造成民眾產生治安敗壞之心理感

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竊賊絕大部分是以破壞鎖具方式，很少是以開鎖技能侵入行竊  

 (B) 重覆犯案是竊盜之主要特徵，竊賊通常會一再犯罪，直到被捕為止 

 (C) 許多竊賊染有毒癮，通常可由竊取之物品辨識，其竊行比較沒有專

業性，而且通常會竊取容易銷贓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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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案件偵破率低之主因是竊賊知道需戴手套，而且現場內少有跡證遺

留   

15. 疑似縱火案件之調查步驟，下列何者為最優先？   

 (A) 清理現場內殘骸   (B) 判斷火勢之延燒途徑 

 (C) 找出起火點之位置 (D) 決定起火之機制原因

   

16. 初抵現場之員警在現場從事救護工作與作為等初步處理方面，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A) 救護車抵達前，記錄被害人與相關證物位置，並檢視受傷者手上是

否遺留微物跡證     

 (B) 救護車抵達後，指示救護人員如何進場，但不可影響其工作之進行，

並記錄其移動之物品 

 (C) 於救護車內陪同送醫途中，聽從醫護人員指示，全程協助救助人命，

並記錄受傷人之生命跡象  

 (D) 到達醫院後，記錄醫護人員之基本資料，應協助正確移除衣物之方

法，並監管之   

17. 以下乃偵訊之問話對談，下列何者合法且正當？ 

 (A) 嫌犯：「那天，他穿著黑色衣服」。警：「他穿的就是這件黑色夾克，

對吧！」  

 (B) 嫌犯：「我從窗戶破窗後爬進去」。警：「爬進去」。嫌犯：「對，

進入廚房」。警：「廚房？」。嫌犯：「對，但我沒有停留，直接

進入臥室張望搜尋」。警：「張望搜尋？」。嫌犯：「找尋錢財以

及貴重東西啊！」 

 (C) 嫌犯：「我現在毒癮又犯了，很難過」。警：「你如果坦白招供，也許

可以給你過過癮！」 

 (D) 嫌犯：「這個案子不是我做的，我完全不知情」。警：「不是你做的，

不然是誰做的！」   

18. 依據「組織犯罪防治條例」之規定，下列何者非犯罪組織之構成要件？  

 (A) 成員至少三人且有內部管理結構      

 (B) 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為目的 

 (C) 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暴力性之組織                               

 (D) 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之槍砲作為犯罪之工具 

19. 關於跨境電信詐欺犯罪之特性，下列何者正確？ 

 (A) 符合「組織犯罪防治條例」所定義之犯罪組織  

 (B) 是一種新型態集團性之詐欺犯罪 

 (C) 涉及跨國、跨境之電信資料，故罪犯不容易予以毀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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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網際網路無遠弗屆，但於國內單獨實施偵查，仍容易成功偵破 

20. 偵查員抵達一個犯罪現場，首先必須迅速瞭解基本情狀。據此，有六項

基本偵查要素可供依循，例如：what(犯罪類型)、when(案發時間)、

where(犯罪地點)。下列何者為另外三個要素(選項括弧內乃該關鍵字之舉

例說明)？ 

 (A) who(死者是誰)、how(犯罪方法)、MO(犯案手法)  

 (B) who(兇嫌是誰)、how(如何發生)、why(為何發生)  

 (C) criminal profile(罪犯剖繪)、how(犯罪手段)、signature(犯行特徵)  

 (D) who(兇嫌是誰)、MO(犯案手法)、hot spot(熱區)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案件偵查中，下列有關偵查機關發言人之談話敘述內容，何者明顯違反

「偵查不公開」原則？ 

 (A) 「我們研判這是一件報復性的仇殺事件，所幸被害人已被救活…」   

  

 (B) 「關於此性侵害案件，歹徒身材瘦高，操台語口音，濃眉大眼，已

有多位女學生受害…」  

 (C) 「根據情資顯示，李○○應該也涉有重嫌，但我們還在查證之中…」

  

 (D) 「我們在犯罪現場找到了可疑的鞋印痕，這個鞋印痕是歹徒的，還

是被害家屬的，我們還在查證之中…」 

 (E) 「…電視畫面裡，歹徒作案所使用的槍枝，是真槍，還是假槍，我

們還在查證中…」 

22. 關於實務偵查機關偵查毒品犯罪所使用之「控制下交付」緝毒模式，下

列何者正確？ 

 (A) 「控制下交付」乃法律所允許之毒品偵辦方法     

 (B) 主要目的是擒賊先擒王，循線緝捕毒販之中、上游販毒集團 

 (C) 可用於國際性與國內性之毒品犯罪之偵辦，但均必須提出偵查計畫

書  

 (D) 該偵查計畫書必須經由警察局局長核可後，方能執行之 

 (E) 其核心技術是慎選忠心可靠之線民，混入販毒集團以蒐集相關犯罪

情資 

 

23. 有關偵訊目的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獲得嫌犯犯罪事實之自白，以作為移送起訴之依據    

 (B) 給予嫌犯辯白之機會，陳述對其有利之事實 

 (C) 以偵訊作為偵查之開端，以避免嫌犯日久記憶模糊，喪失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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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取得同案共犯人別與行為特徵之描述資料 

 (E) 驗證偵查所得結果，以利案情之推定或確認 

24. 利用錄影監視影像系統偵破刑案之案例屢屢可見，錄影監視影像通常可

提供哪些立即性之偵查訊息？  

 (A) 有無共犯、歹徒長相等，人方面之訊息 

 (B) 所使用之交通工具、作案工具等，物方面之訊息 

 (C) 犯罪動機之訊息  

 (D) 在特定時間出現於現場的時、地之訊息 

 (E) 犯案手法與犯行特徵的方法或特性之訊息 

25. 通訊監察分析乃現今偵查犯罪之利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係指俗稱之「監聽」    

 (B) 檢察官與法官均可核發通訊監察書，且有權要求聲請機關提出更多

證據以證明其必要性 

 (C) 每一次申請以 45天為限，但有必要時，可附具體理由聲請延長；而

無監察之必要時，即便在核准期限內亦應立即停止監察  

 (D) 普通詐欺罪、竊盜罪與違背職務受賄罪，皆屬可核發許可之犯罪類

型 

 (E) 通訊監察系統可以連結、整合多種其它偵查功能之系統   

26. 對犯罪嫌疑人實施偵訊之作法或條文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由於偵查不公開，在有辯護人全程在場之情況下，可隨時隨地行之，

不受時空之限制 

 (B) 應採一人詢問，另一人記錄之方式製作筆錄 

 (C) 同案被詢問人有數人時，應即隔開分別偵訊，若人手不足，亦應決

定其先後順序，未經詢問者，不得在場  

 (D) 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醫師

或社工人員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E) 筆錄製作完畢而未錄音，最遲應於當日重新詢問，使受詢問人照筆

錄朗讀，再予以錄音   

27. 罪犯剖繪(criminal/offender profiling)乃偵查上重要之學理與技術，下列觀

念或敘述何者正確？ 

 (A) 剖繪內容涉及心理學理論，以探究歸納出罪犯主要之人格或行為特

徵     

 (B) 該剖繪分析可適用於所有不同類型之重大犯罪行為 

 (C) 剖繪分析之結果主要是應用在偵訊策略之訂定、預測未來可能之犯

罪、甚或罪犯之逮捕 

 (D) 剖繪技術乃多種不同方法之組合，其方法屬性可區分為歸納性剖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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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推論演繹性剖繪兩類 

 (E) 犯案手法(MO)可適用於犯罪現場行為(crime scene behavior)之剖繪

素材，但是犯行特徵(signature aspects)則不適用之   

28. 關於現場內血液斑跡型態之詮釋判讀，下列何者正確？ 

 (A) 血跡之尖端方向通常就是血液噴濺、滴落之方向 

(B) 若物面材質愈硬且缺乏氣孔，當血液垂直滴落於該物面時，血液周

邊之小血點向外濺散之程度愈高 

 (C) 當血液垂直滴落於木頭之粗糙表面時，血液周邊會有嚴重變形，甚

或產生針刺狀血點 

 (D) 當物面留下數個長條狀之血液斑痕時，這些血斑痕的中心軸線之匯

集點即為血液來源 

 (E) 血滴大小之形成主要是決定於血滴撞擊物面時之速度，血源到物面

之距離難以判斷  

29. 槍擊死亡之自殺或他殺之現場研判方面，下列何者符合自殺之徵象？ 

 (A) 射入口位於太陽穴    (B) 射擊距離約一公尺 

 (C) 同一身體部位有三個射入傷口 (D) 屍體現場並無槍枝存在 

 (E) 死者所穿著之衣服被子彈貫穿    

30. 在毒品犯罪中，有所謂之「俱樂部藥物(club drugs)」，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藥毒物內容包括GHB、FM2、K他命  

 (B) 服用者會有昏迷之生理效應，容易發生被搶劫、被強姦等傷害事件 

 (C) 服用者也會喪失現實認知感，例如：自以為是超人，而從窗口跳出

去，造成壓壞汽車，壓死路人等嚴重傷害  

 (D) 長時間(數日)不吃、不睡為吸食該毒品之身體徵象 

 (E) 係屬於麻醉藥劑類(narcotics)   

31. 在調查是否為故意實施之家庭虐童傷害案件，下列何者之釐清具有直接

關係？ 

 (A) 受傷型態與傷害造成原因之解釋說詞是否符合     

 (B) 兒童身上所出現其它傷痕之數量與部位情形 

 (C) 是否經常延遲送醫治療  

 (D) 是否為單親家庭 

 (E) 受傷兒童之兄弟姊妹是否也有傷痕   

32. 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規定與有關申請被害補償金之適用對象，

下列何者正確？ 

 (A) 所保護之對象以如下兩類為限：因犯罪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性

侵害之被害人 

 (B) 不具有行為責任能力之精神障礙患者，持刀殺死鄰居，該受害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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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則不適用之 

 (C)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小玲(13 歲)，且受到性交猥褻之侵害，小玲適

用之  

 (D) 妻子性侵害丈夫，兩人身分係屬配偶關係，故不適用之 

 (E) 故意或過失致被害人死亡者，均不得申請遺屬補償金   

33. 關於電信業者所提供之電話通聯資料，包含下列哪些項目訊息？ 

 (A) 所調取電話之該次通話對象   (B) 手機序號 

 (C) 發話或受話等通話之類別 (D) 基地台之位置 

 (E) 所調取電話設定之轉接電話號碼   

34. 依「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定，重大刑案應訂定偵查計畫，下列何者

為該計畫中所要求應明訂之內容？ 

 (A) 被害人生活情形    (B) 犯罪模式與手法   

 (C) 現場勘查與訪問情形 (D) 案情研判與偵查作為

  

 (E) 罪犯剖繪與實施調查    

35. 依法拘捕到案之竊盜嫌犯，無法以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查驗身分，基於必

要性，得依循下列哪些方式驗證其身分？ 

 (A) 其聲稱未帶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得命其立即設法通知

其親友補送，或於指定之日期送達     

 (B) 比對該嫌疑人於偵查卷內之簽名及照片是否相符 

 (C) 強制採樣其指紋與 DNA，循個人身分識別系統(PID)查驗 

 (D) 拍攝相片影像，調取口卡片、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之相片影像資料

核對 

 (E) 傳喚被害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其他正犯或共犯或通知該罪

嫌之家屬前來指認   

36. 下列何者為國內汽車偷竊後勒贖之犯罪特徵？ 

 (A) 採用「人頭」電話單向聯絡模式 

 (B) 在竊車、電話勒索、提款等行為，採取多人分工作業方式 

 (C) 基於取款地利性與機動性，歹徒撥打行動電話多在被害人居家之電

話蜂巢位置範圍內  

 (D) 與被害人之聯繫，大多採用多重電話轉接 

 (E) 歹徒通常會將所偷竊之汽車解體出售，因此被害人付款後，仍找不

回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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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案情研判旨在瞭解犯罪嫌疑人及其相關之犯罪情資，下列關於案情研判

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財產損失之種類，可用於犯罪動機之研判   

 (B) 女性被害人陰道內有兩人以上之男性精液 DNA型別，可判定為性侵

輪暴案 

 (C) 纖維是一種移轉性之微物跡證，重量很輕，容易飄飛消失，因此即

便是身體接觸之犯罪，也很難採證到涉案纖維  

 (D) 罪犯所使用之工具，有時也可以研判出其人之職業身分 

 (E) 從現場狀況與犯罪所生之損害，可研判出罪犯人數之多寡 

38. 關於證據之證據能力，下列何者正確？  

 (A) 未申請核准之通訊監察所得結果，無證據能力  

 (B) 公眾週知之事實，僅需形式上舉證，否則仍為無證據能力 

 (C) 擄人勒贖與投放毒物恐嚇取財之罪行得以先實施通訊監察，再補聲

請，仍具有證據能力 

 (D) 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其鑑定意見無證據能力 

 (E) 施以利誘所得之自白，無證據能力   

39. 屍體解剖(autopsy)可獲得哪些偵查訊息？ 

 (A) 死者身分確定    (B) 生前傷或死後傷

 (C) 致命傷之確定 (D) 死亡多久之時間估計

 (E) 形成傷痕之時間估計 

40. 法醫昆蟲學(forensic entomology)在犯罪偵查上之應用與學理敘述，下列

何者正確？ 

 (A) 該學域主要在研究死者身分之調查     

 (B) 人死後，蒼蠅將迅速地在屍體之眼睛、口、鼻、耳內，甚至傷口等

處所下卵(egg) 

 (C) 死後間隔時間(postmortem interval, PMI)是在估算死後蒼蠅、昆蟲抵

達屍體之時間  

 (D) 昆蟲相之變化與屍體之身體胖瘦、性別、年齡大小(老年或小孩)有關

係 

 (E) 季節、氣候、地理特性等屍體陳屍處所之周遭生態環境都會影響昆

蟲相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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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刑事警察學系 

科目：刑事鑑識概論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下列毒品：①海洛因，②6-乙醯嗎啡，

③罌粟，④古柯鹼，⑤甲基安非他命。有幾種為第一級毒品？ 

 (A) 2     (B) 3     (C) 4     (D) 5 

2. 若右圖為一右手指紋，下列何者正確？ 

 (A) 弧形紋 

 (B) 帳形紋 

 (C) 反箕形紋 

 (D) 正箕形紋 

  

  

3. 有關數位攝影與傳統攝影之敘述：①由於數位攝影可以事後修飾，因此

傳統攝影的技巧已不重要，②傳統攝影比起數位攝影而言，較容易在夜

間進行長時間曝光，③目前數位式攝影尚未能完全取代傳統軟片之攝影

技術，④數位攝影比傳統攝影無光圈、快門的控制需求。以上敘述有幾

項正確？ 

 (A) 1     (B) 2 (C) 3 (D) 4 

4. 有關槍枝來復線之敘述：①左旋來復線是指來復線呈逆時針方向旋去

者，②右旋來復線是指來復線呈順時針方向旋去者，③來復線每旋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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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三百六十度)所經之長度稱為纏距，單位為公釐或英吋，④通常彈頭

上之來復線紋痕特徵來自來復線、坡膛部和槍口弧形。以上敘述有幾項

正確？ 

 (A) 1     (B) 2 (C) 3 (D) 4 

5. 有關射擊殘跡之敘述：①大部分的子彈能產生含鉛銻鋇之特異性射擊殘

跡，②通常無毒底火子彈仍含有鉛銻鋇之射擊殘跡，③SEM/EDS 可進行

含有鉛銻鋇特異性元素組成之射擊殘跡微粒的確認，④有機射擊殘跡中

通常不含有二硝基甲苯。以上敘述有幾項正確？ 

 (A) 1    (B) 2 (C) 3 (D) 4  

6. 毒品初步呈色試驗所用之 Duquenois 試劑，主要是何種毒品之呈色反應

試劑？ 

 (A) 大麻    (B) 高根 (C) 巴比妥 (D) 

海洛因 

7. 下列化合物中，何者代謝物之毒性比原化合物為大？ 

 (A) CH3OH (B) CH3CH2OH (C) CO (D) 

HCN      

8. 下列指紋顯現法有幾種為利用銀離子之氧化還原反應？①氰丙烯酸酯

法，②硝酸銀法，③物理顯現法，④結晶紫。 

 (A) 1   (B) 2   (C) 3    (D) 4 

9. 下列有關文書鑑定之敘述：①文書鑑定經常利用實體顯微鏡進行文件觀

察，②可疑文書正面不能加上任何記號，更應避免有任何折線、裝訂與

黏貼膠帶，③鑑定紙張的螢光特性可以利用紫外光檢查，④不同文件紙

張上之相同機械痕記圖樣，亦可以用來判定是否為同一部機器所留下。

以上敘述有幾項正確？ 

 (A) 1    (B) 2   (C) 3   (D) 4

   

10. 測謊人員在進行測謊前必須妥適的編製測試問卷，以達到測謊之目的，

試問問卷中的第一個問題通常為何？ 

 (A) 徵兆問題(Symptomatic Question)    (B) 相 關 問 題 (Relevant 

Question) 

 (C) 比對問題(Control Question) (D) 無 關 問 題 (Irrelevant 

Question)  

11. 下列有關毛髮鑑定之敘述：①若要進行 DNA 鑑定最好採取間期(catagen 

phase)之毛髮，②可疑毛髮可置於塗有明膠之載玻片中進行髓質型態之觀

察，③利用掃瞄式電子顯微鏡可觀察毛髮之表皮鱗片，④人類毛髮之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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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係數與黑猩猩相近。以上敘述有幾項正確？ 

 (A) 1    (B) 2    (C) 3 (D) 4

   

12. 下列有關纖維鑑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被害人及嫌疑犯之物證應由同一鑑識人員處理，以確保鑑定結果之

公正性與客觀性   (B) 石綿為合成纖維  

 (C) 顯微紅外線光譜法屬於破壞性分析 

 (D) 膠原蛋白纖維屬於再生纖維   

13. 下列有關汽車塗料與塗裝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顏料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漆膜厚度、光澤度、黏度與硬度     

 (B) 底漆的主要功能是填補(filling)、整平孔隙及防濕 

 (C) 地處亞熱帶的台灣，通常面漆(topcoat)具有抗紫外線(UV）所引起的

劣化作用  

 (D) 金屬預處理(metal pretreatment)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光澤度(gloss）、透

明度(clarity）與耐候度(durability) 

14. 下列何者較不適合應用於低濃度縱火劑殘跡之前處理？ 

 (A) 靜態頂空吸附法(static headspace)    

 (B) 動態頂空吸附法(dynamic headspace) 

 (C) 直接頂空法(direct headspace)  

 (D) 超臨界點流體萃取法(supercritical fluid extraction) 

15. 依據美國材料與試驗協會(ASTM)建立之易燃性液體油品分類標準，下列

何者為國內常見之第 4類油品 ？ 

 (A) 煤油 (B) 二甲苯 (C) 汽油 (D) 

柴油   

16. Pyrodex火藥是屬於何類之爆炸物？ 

 (A) 初級高爆藥  (B) 二級高爆藥  

 (C) 火工產品(pyrotechnics) (D) 低爆藥   

17. 小寶(小孩)與大林(疑父)經 DNA 分析進行親子鑑定後，計算其親子確定

率(probability of paternity，PP)為 98％，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A) 其親子指數(paternity index，PI)約為 98  

 (B) 大林會成為小寶生父的機率為隨機男子的 98倍 

 (C) 大林會成為小寶生父的機率為隨機男子的 49倍 

 (D) 其親子指數(paternity index，PI)約為 120 

18. 關於 Ouchterlony分析方法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屬於氧化還原反應   (B) 屬於免疫電泳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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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屬於血球凝集反應 (D) 屬於免疫擴散反應 

19. 下列何種染色法會將精蟲染為紅頭綠尾？ 

 (A) Christmas tree stain (B) Wright’s Stain  

 (C) Baecchi stain  (D) Liu’s Stain 

20. 下列關於指紋顯現方法有幾種屬於化學顯現法？①聯苯胺法，②硝酸銀

法，③粉末法，④寧海徳林法。 

 (A) 1   (B) 2 (C) 3 (D) 4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下列指紋顯現試劑，何者為與胺基酸反應之試驗？  

 (A) Ninhydrin    (B) Fluorescamine 

 (C) O-phthalaldehyde 

 (D) Dansyl Chloride (E) 

4-dimethyamino-cinnamaldehyde(DMAC) 

22. 使用改良亨利式指紋分析法，若初步分析得到之編號為
14

21
，則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 左手之拇、食、中指為斗形紋 (B) 左手之食、中、環指為

斗形紋 

 (C) 右手之拇、中、小指為斗形紋 (D) 右手之拇、中指為斗形

紋 

 (E) 右手之食、中、小指為斗形紋 

23. 有關毒品及其代謝物之檢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驗出尿液中含有閾值以上之甲基安非他命，可證明吸食甲基安非他

命 

 (B) 驗出尿液中含有閾值以上之安非他命，可證明吸食安非他命 

 (C) 驗出尿液中含有閾值以上之嗎啡，可證明吸食鴉片類藥物 

 (D) 驗出尿液中含有閾值以上之苯甲醯芽子鹼，可證明吸食古柯鹼 

 (E) 驗出尿液中含有閾值以上之 9-THC-COOH，可證明吸食大麻 

24. 攝影時有關景深與焦深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焦深就是焦點平面前後之影像所能清晰之範圍 

 (B) 景深就是被攝主體物前後之物體所能清楚之範圍 

 (C) 有好的焦深，才有好的景深 

 (D) 鏡頭之模糊圈愈大，影像愈容易模糊，景深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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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焦距長之鏡頭，其景深愈長 

25. 有關超臨界流體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物質在臨界壓力之上，不論如何升高溫度，都無法使物質變成明確

之液相 

 (B) 物質在臨界溫度之上，不論如何增加壓力，都無法使物質變成明確

之氣相 

 (C) 超臨界流體可藉由改變壓力與溫度調整其密度 

 (D) 利用超臨界流體萃取樣品中之分析物，具有減少有機溶劑用量之優

點 

 (E) 超臨界流體層析法是氣相與液相層析法之混成，兼具二者之最佳特

性 

26. 下列何者為常見之高爆藥？ 

 (A) 雷汞 (B) 三硝基甲苯 (C) 黑色火藥 (D) 代 拿 邁

 (E) 特出兒 

27. 關於刑事毒物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 一氧化碳中毒通常是由於一氧化碳可與血中之氧化還原酵素結合而

使組織缺氧    

 (B) 中毒死亡案例所採集之死者臟器，檢驗後剩餘之檢體，最好以

50-70%酒精作為防腐劑 

 (C) 氰化物中毒通常是由於氰化物與血中之血紅素結合，過量時將造成

立刻停止呼吸而死亡  

 (D) LD50意指一次給予毒物之量，能使半數實驗動物死亡 

 (E) 硫化氫吸入人體後，將與血紅素結合生成硫化血紅素，而造成內部

窒息    

28. 在機場、港口、貨櫃站、特定處所出入口和郵件處理中心經常設置準確

敏感的爆炸物檢測系統和儀器。下列何者為常用之隱藏爆炸物檢測儀器

或方法？ 

 (A) 離子移動力圖譜法(Ion mobility spectrometry) 

 (B) 電子捕獲檢測器(Electron-capture detection) 

 (C) X -射線檢測技術(X-ray techniques) 

 (D) 中子/γ-射線光譜檢測技術(γ-Spectroscopy/neutron based techniques) 

 (E) 警犬檢測(Canine detection) 

29. 有關酒精及酒測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酒精之學名為乙醇，為各種酒類之必要成分 

 (B) 以葡萄為原料發酵釀酒，無法釀出達 20％酒精含量之葡萄酒 

 (C)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駕車者呼氣酒精濃度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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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μg/L以上，作為認定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客觀標準 

 (D) 若呼氣酒精濃度超過 0.55μg/L以上，則為觸犯刑法之公共危險罪 

 (E) 常用之 Alco-Sensor IV呼氣酒精檢測儀，為利用燃料室之檢測原理，

因此不受酮類干擾 

30. 個人語音之特色包括下列何者？ 

 (A) 音色與基頻之高低  (B) 說 話 之 快 慢 與 節 拍 

 (C) 音量之大小   (D) 語 音 之 清 晰 程 度   

 (E) 說話之腔調與詞彙的應用 

31. 有關影像鑑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一般而言，感光耦合元件(CCD)比互補性氧化金屬半導體(CMOS)為

感光原件之攝影機所獲得的影像品質更佳，雜訊更低 

 (B) 利用調整亮度或對比度，使得影像畫面更清晰，更容易從影像中獲

得所需資訊的技術稱為影像強化(image enhancement) 

 (C) 利用影像還原技術所得之影像僅能當成犯罪偵查之參考 

 (D) 利用影像分離技術可將原始交錯重疊之影像分離出奇數與偶數掃瞄

線畫面影像 

 (E) 利用影像融合技術可將現場跡證之多張照片整合成一張 

32. 關於人類頭髮特徵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平均一個月約成長 1公分   (B) 黑人多為波浪狀毛 

 (C) 白種人的毛徑係數較黃種人為高 (D) 表皮鱗片之特徵以波浪

狀為主 

 (E) 可能出現連續條狀之髓質型態   

33. 纖維通常屬於巨分子聚合物，而關於各類聚合物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動物纖維之單體主要為胺基酸   (B) 植物纖維之單體主要為

葡萄糖胺 

 (C) 耐隆之單體主要為脂肪族醯胺類 (D) 蠶絲纖維之單體主要為

葡萄糖 

 (E) 維耐隆之單體主要為乙烯醇類    

34. 以 Takayama 試劑進行血斑的確認試驗，以下哪些成分為該試劑的組

成？ 

 (A) Glucose    (B) NaOH (C) Acetic acid (D) Pyridine

 (E) Alcohol  

35. 下列何者適用於血斑之初步檢測？ 

 (A) 聯苯胺試驗(Benzidine test) (B) 化學發光試驗(Lumino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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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無色孔雀綠試驗(Leucomalachite test) (D) 佛倫斯試驗 (Florence 

test) 

 (E) 鄰甲苯胺試驗(o-Tolidine test) 

36. 關於血液型別多型特徵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 Haptoglobin(Hp)屬於血清蛋白型   (B) 

Phosphoglucomutase(PGM)屬於血球酵素型 

 (C) Rh血型屬於紅血球表面抗原型  (D) Transferrin(Tf)屬於血球

酵素型 

 (E) 各類血球中只有紅血球細胞膜上具有多型特徵   

 

37. 關於精液組成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膽鹼(choline)主要由前列腺分泌  

 (B) 酸性磷酸酶(ACP)主要由前列腺分泌 

 (C) 性成熟之正常男性，每毫升約有 1億隻精蟲 

 (D) 精胺(Spermine)主要由儲精囊分泌 

 (E) P30主要由前列腺分泌   

38. 關於 STR(short tandem repeat)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每個重複單元(repeat unit)長度約為 20 bp 

 (B) 美國FBI建立的DNA資料庫CODIS(Combined DNA Indexing System)

系統包含 15個 STR基因位 

 (C) 可應用於親子鑑定 

 (D) 可應用於人別鑑定 

 (E) 又稱為微衛星序列(microsatellite) 

39. 關於 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 通常其黏合(annealing)溫度為 72℃ 

 (B) 通常其 DNA變性(denaturation)溫度為 94℃ 

 (C) 反應液中需含 DNA polymerase 

 (D) 反應液中需含四種核醣核苷三磷酸，包括 ATP、TTP、GTP、CTP 

 (E) 反應液中需含 Ca
+2

 

40. 下列方法何者常用於射擊殘跡之採取？ 

 (A) 石蠟採取法 (B) 薄膜採取法 (C) 擦拭法 (D) 膠帶黏取法

 (E) 真空吸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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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刑事警察學系、水上警察學系 

科目：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甲誤認乙之大衣為己物而取之返家，甲成立何罪？ 

 (A) 竊盜既遂罪 (B) 侵占罪 (C) 竊盜未遂罪 (D) 

無罪 

2. 甲砍殺乙致其腿部受傷，欲砍第二刀之際始發現殺錯人，乃停止殺害行

為並逃離現場，乙自行就醫後無大礙，依最高法院之見解，甲之行為屬

於下列何者？ 

 (A) 普通未遂    (B) 中止未遂 (C) 不能未遂 (D) 

準中止未遂 

3. 刑法第 55條「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之規定，與下列何

者關係最為密切？ 

 (A) 罪疑唯輕原則     (B) 罪刑相當原則  

 (C) 從輕原則  (D) 罪刑法定原則 

4. 甲擁有一枚台灣獨一無二的郵票，因聽聞乙也有一枚相同的郵票，恐該

枚郵票之出現將大幅降低其郵票的價值，雖無意燒燬乙屋，卻向乙誆稱

如不交出該枚郵票，將放火燒燬乙屋，乙因誤信甲會燒燬其房子而畏懼，

乃交付郵票予甲，甲隨即撕毀該枚郵票並揚長而去，甲應論以何罪？ 

 (A) 詐欺取財罪    (B) 恐嚇取財罪 (C) 竊盜罪 (D) 

毀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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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承第 4題，甲構成該罪之理由為何？ 

 (A) 因甲無不法所有之意圖     (B) 因甲行使詐術使乙陷於

錯誤 

 (C) 因乙無交付郵票之意思 (D) 因乙心生畏懼而交付郵

票 

6. 甲見乙身帶尖刀前來尋仇，即用木棍打去，奪得尖刀將乙殺斃，依最高

法院見解，甲之行為應如何評價？ 

 (A) 正當防衛 (B) 過當防衛 (C) 偶然防衛 (D) 

不構成防衛 

7.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便衣刑警甲依刑事訴訟法第 88條之 1的規定對乙執行緊急拘捕，乙

誤甲為綁匪而以武力反抗甲之逮捕行動，乙成立妨害公務罪 

 (B) 自強號火車列車長甲查票時，被查驗人乙因找不到車票被要求補票

而與甲爭吵並將其打傷，乙不成立妨害公務罪 

 (C) 環保人員甲於路邊攔停機車騎士乙，執行汽機車排放廢氣檢查完

畢，又發現乙未戴安全帽，乃通知警察前來取締並強予留置，乙以

武力反抗甲之留置，乙成立妨害公務罪 

 (D)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甲私自跨越轄區至桃園縣執行違規停車拖

吊，車主乙認其無權拖吊，而與其爭吵並打傷甲，乙成立妨害公務

罪 

8.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為下列行為，依最高法院之見解，何者不成立偽造或

變造文書罪？ 

 (A) 偽造機車引擎號碼 

 (B) 將合約原本影印後，竄改部分內容，重加影印 

 (C) 偽造他人名片 

 (D) 偽造僅記載姓名及一定金額之民間合會標單 

9.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刑事被告遵傳應訊後，經承辦法官諭令法警帶同取保時乘機脫逃，

該被告成立脫逃罪 

 (B) 法警於實施拘提之際並未依法出示拘票，但被拘人明知其為實行拘

提仍乘機脫逃，被拘人成立脫逃罪 

 (C) 視為撤銷羈押之被告未經釋放而脫逃，該被告不成立脫逃罪 

 (D) 警察下班返家途中，被歹徒毆傷後，奮不顧身將乙逮捕，於帶返警

所途中，乙掙脫逃逸，乙成立脫逃罪 

10. 若 A罪之構成要件要素為 a、b、c、d、e，B罪之構成要件要素為 a、b、

c、d，則 A、B二罪之構成要件具有何種關係？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3  

 (A) 特別關係     (B) 補充關係  

 (C) 結合關係  (D) 想像競合關係 

11. 刑事訴訟法第 17條法官迴避之規定，與下列何者有密切關係？ 

 (A) 公平法院之確保  (B) 法官法定原則  

 (C) 法官獨立審判  (D) 法官保留原則   

12. 下列何者與被告之防禦權無關？ 

 (A) 不自證己罪原則   (B) 緘默權  

 (C) 無罪推定原則     (D) 辯護人之選任   

13. 檢察官於提起公訴後第一審辯論終結前，發現有應不起訴或以不起訴為

適當之情形，依法撤回起訴時，法院應如何處理？ 

 (A) 為不受理判決     (B) 為免訴判決  

 (C) 為無罪判決  (D) 無庸為任何裁判 

14. 自由心證原則係指下列何者？ 

 (A) 證據能力之有無由法官自由判斷    (B) 證據價值之高低由法官

自由評價 

 (C) 證據方法由法官自由選擇 (D) 證明之程度由法官自由

決定   

15. 下列何者為實體裁判？ 

 (A) 無罪判決 (B) 免訴判決 (C) 不受理判決 (D) 

管轄錯誤判決   

16. 甲向警察提出告訴稱：「乙、丙聯手分別用我的手機和筆記型電腦向我丟

來，打傷我的臉和胸部，手機和電腦也都掉到地上壞了，我要告乙傷害

罪」，依最高法院之見解，甲對乙之傷害行為提出告訴之效力為何？ 

 (A) 效力及於乙之毀損器物罪 (B) 效力不及於乙之毀損器

物罪 

 (C) 效力不及於丙之傷害罪 (D) 效力及於丙之毀損器物

罪 

17. 甲、乙共同決意以怪手竊取郵局提款機，到達現場遇見不認識的丙正竊

取郵局之財物，乃各自進行竊取行動，甲開怪手將提款機自牆壁挖出後，

放入乙駕駛之貨車載走，丙亦竊得其想要之財物，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

以竊盜罪起訴甲，於一審辯論終結前檢察官又為各種追加起訴，法院之

處理，下列何者有誤？ 

 (A) 追加起訴乙竊盜，法院為實體判決     

 (B) 追加起訴丙竊盜，法院為不受理判決 

 (C) 追加起訴甲毀壞建築物，法院為不受理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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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追加起訴丙竊盜，法院為實體判決   

18. 下列何種自訴之情形，法院不應諭知不受理判決？ 

 (A) 直接被害人對配偶提起自訴      

 (B) 被害人對直系尊親屬提起自訴 

 (C) 直接被害人對檢察官開始偵查之告訴乃論案件提起自訴  

 (D) 被害人對檢察官已偵查終結之非告訴乃論案件提起自訴 

19. 刑事訴訟法第 273 條「法院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傳喚被告或其代理

人，並通知檢察官、辯護人、輔佐人到庭，行準備程序…」；第 293條「審

判非一次期日所能終結者，除有特別情形外，應於次日連續開庭；如下

次開庭因事故間隔至十五日以上者，應更新審判程序。」此等規定為下

列何種原則之體現？ 

 (A) 集中審理原則     (B) 言詞審理原則  

 (C) 公開審理原則     (D) 直接審理原則 

20. 檢察官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及其他證據，認為被告犯行明確而向法院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法院為下列何種判決時，應變更為通常程序始得判

決？ 

 (A) 無罪    (B) 拘役  

 (C) 罰金  (D) 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甲刺殺乙，致乙手臂受傷，丙駕車送乙至醫院急救途中，因丙違規超車，

而與對向來車相撞致乙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就條件理論言，甲的刺殺行為與乙的死亡結果有因果關係    

 (B) 就條件理論言，丙的違規超車行為與乙的死亡結果有因果關係 

 (C) 就客觀歸責理論言，甲的刺殺行為製造了法律所不允許的風險  

 (D) 就客觀歸責理論言，丙的違規超車行為製造了法律所不允許的風險 

 (E) 就客觀歸責理論言，乙的死亡結果可歸責於甲的刺殺行為   

22. 就現行刑法而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不純正不作為犯都是結果犯    (B) 過失犯都是結果犯 

 (C) 純正不作為犯都是結果犯           (D) 不純正不作為犯所觸犯

的都是誡命規範 

 (E) 過失犯沒有不作為犯 

23. 下列甲之何種行為成立間接正犯？ 

 (A) 甲明知乙為有夫之婦，丙為有婦之夫，卻故意隱瞞撮合二人發生性

關係     

 (B) 甲抓乙手打傷丙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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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甲為了不法取得乙的財物，以偽造的證據使法官丙陷於錯誤，判決

乙應交付該財物，甲因而得財  

 (D) 甲誘引不知情的乙觸摸高壓電線，致乙被電擊斃 

 (E) 甲以糖果誘使六歲孩童乙進入商家行竊   

24. 下列何罪包含二個以上之犯罪行為？ 

 (A) 傷害致死罪  (B) 結合罪 

 (C) 強盜罪  

 (D) 通姦罪  (E) 竊盜罪 

25. 下列何種競合關係必出於數個犯罪行為？ 

 (A) 想像競合   (B) 實質競合 

 (C) 法規競合  

 (D) 不罰之前行為 (E) 不罰之後行為   

26. 甲欲射殺乙，因射擊欠準，將坐在乙旁邊的丙擊斃，甲之行為應如何論

處？ 

 (A) 甲成立殺人既遂罪     (B) 甲成立過失致死罪 

 (C) 甲成立殺人未遂罪 (D) 甲成立二個罪 

 (E) 甲成立數罪且實質競合  

27. 逃犯甲為籌逃亡經費，於某日午後闖入乙的公司，以現場之螺絲起子開

啟木櫃內的珠寶箱，取得現金一萬元，離去之際不慎打破名貴花瓶驚醒

午睡之乙，甲拔腿而逃，乙即追捕欲奪回失物，甲於逃離現場 50公尺處

被乙追及，為脫免逮捕防護竊物，甲乃將乙推倒在地後逃之夭夭，甲應

論以何罪？ 

 (A) 普通竊盜罪  (B) 加重竊盜罪  

 (C) 準強盜罪  (D) 強制罪  

 (E) 毀損罪 

28. 依最高法院判例之見解，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 在醫院充當助手的甲，如非擔任治療業務，則其對於求診者施藥致

死，甲成立普通過失致死罪 

   (B) 甲見乙將其所配帶裝有子彈的手槍取出把玩時，未加阻止，致手槍

走火，而將乙擊斃，甲仍應負過失致死之責 

 (C) 貨車司機甲駕駛前未先檢查煞車是否靈敏，於駕駛中因煞車不靈，

壓斃人命，甲應成立業務過失致死罪  

 (D) 甲以駕駛小貨車販賣錄音帶為業，於駕駛該小貨車販賣錄音帶途中

撞傷乙，甲成立業務過失致傷罪 

 (E) 甲以養豬為業，從事豬隻之生產、養殖、管理、出售工作，平日並

不必經常駕駛貨車載運豬隻或養豬所需之飼料，某日因欲往豬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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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單純駕駛小貨車以為代步之工具，途中撞死乙，甲應論以普通

過失致死罪   

29. 下列甲之行為，何者屬於集合犯？ 

 (A) 公職候選人甲分別向十個選舉權人行賄投票      

 (B) 甲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分次收集十張偽造之貨幣 

 (C) 甲一口氣毆擊乙十拳致乙受傷  

 (D) 甲公然聚眾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脅迫 

 (E) 甲結夥十人到乙家強盜   

30. 警察甲查獲毒犯乙、丙吸毒，向乙、丙提議給錢即不舉發，乙認為合算

即答應，丙則不為所動；兩天後甲又查獲丙販毒，甲認為時機成熟，乃

再次向丙索求財物，並告訴丙販毒之罪刑遠比吸毒重，如不遵從即二罪

一併舉發，自己最好想清楚，丙因而心生畏懼，只好決定依甲所示給予

錢財，甲旋即被督察單位查獲上情，且甲亦尚未從乙、丙處獲得分文，

下列敍述何者為是？ 

 (A) 甲向乙索求財物應成立違背職務收賄既遂罪      

 (B) 乙答應給甲錢財應成立違背職務行賄既遂罪 

 (C) 甲向乙索求財物尚未獲分文，甲應成立違背職務收賄未遂罪  

 (D) 甲第二次向丙索求財物，甲應成立假借職務上權力機會恐嚇取財未

遂罪 

 (E) 甲第二次向丙索求財物，甲應成立違背職務收賄未遂罪  

31. 偵查追訴機關發現犯罪案件時，即應開始偵查起訴之規定，與下列何者

有密切關係？ 

 (A) 不採私人追訴而採國家追訴之方式   (B) 國家獨占刑事司法 

 (C) 告訴不可分原則 (D) 職權進行主義 

 (E) 令狀原則   

32. 下列有關「案件」及「訴」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訴」係指為確定具體刑罰權而進行之訴訟關係      

 (B) 檢察官就數人之犯罪行為以一起訴書起訴，形成一個訴訟關係 

 (C) 案件是刑事訴訟審理的客體  

 (D) 案件是由被告和犯罪事實組成 

 (E) 訴訟關係是由法院和當事人組成   

 

 

33. 關於作為訴訟客體之單一案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單一案件之所以不可分是因為國家對於單一案件只有一個刑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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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檢察官對於單一案件為一部起訴，法院仍得就該案件之全部加以審

理 

 (C) 檢察官就單一案件起訴之後，如為一部撤回，應視為全部撤回  

 (D) 法院就單一案件為一部判決，應另以判決就漏判之他部補判 

 (E) 單一被告之單一犯罪事實固為單一案件，單一被告之數個犯罪事實

亦為單一案件  

34. 下列何者是以同一被告、同一犯罪事實之同一案件為前提？ 

 (A) 牽連管轄    (B) 辯論程序之分離 

 (C) 變更起訴法條 (D) 一事不再理原則 

 (E) 管轄競合   

35. 下列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何者與比例原則有關？ 

 (A) 執行拘提或逮捕，應注意被告之身體及名譽      

 (B) 羈押於其原因消滅時，應即撤銷羈押，將被告釋放 

 (C) 搜索婦女之身體，應命婦女行之。但不能由婦女行之者，不在此限 

 (D) 抗拒搜索者，得用強制力搜索之。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 

 (E) 管束羈押之被告，應以維持羈押之目的及押所之秩序所必要者為限

   

36. 下列何者未採法官保留原則或為法官保留原則之例外？ 

 (A) 羈押     (B) 偵查中之拘提 

 (C) 另案扣押 (D) 附帶搜索 

 (E) 第 88條之 1的緊急拘捕   

37. 傳聞證據應予排除的理由為何？ 

 (A) 不能行交互詰問     (B) 供述不具任意性的可能

性過高 

 (C) 可信性太低 (D) 與待證事實無關聯性 

 (E) 不屬於嚴格證明之證據方法 

38. 甲開車不小心同時撞到乙、丙二人，乙死，丙重傷並昏倒在地，甲下車

見丙頸項掛有貴重黃金項鍊一條，另起貪念取走該條項錬，經第一審法

院判決甲成立過失致死、過失致重傷及竊盜罪，甲就過失致死罪提起上

訴，下列敍述何者為是？ 

 (A) 未上訴之竊盜罪產生既判力，上訴審不得重為審判     

 (B) 上訴審審判之範圍僅及於過失致死 

 (C) 上訴審法院應就過失致死與過失致重傷一併審判  

 (D) 如上訴審法院僅就過失致死部分審判，判決之效力及於竊盜部分 

 (E) 如上訴審法院僅就過失致死部分審判，過失致重傷部分未審判即屬

「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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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刑事訴訟法「審判期日被告不到庭者不得審判」之規定，下列何者為其

例外？ 

 (A) 被告未受許可而退庭  

 (B) 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

庭 

 (C) 法院認為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

到庭  

 (D) 於第二審審判期日，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 

 (E) 於第一審審判期日，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但有辯

護人到庭   

40. 下列何者得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聲請再審？ 

 (A) 受判決人     (B) 管轄法院之檢察官 

 (C) 受判決人之配偶 (D) 自訴人 

 (E) 受判決人之法定代理人 



警察法規1  

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 

科目：警察法規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警察法第二條及第九條分別規定警察任務與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第二條之任務規定兼具有行為法之性質  

 (B) 第二條之任務規定得作為干預人民權利之依據 

 (C) 第九條之職權規定兼具有行為法之性質  

 (D) 第九條之職權規定不得作為干預人民權利之依據 

2. 依警察法第九條規定，警察依法行使「發布警察命令」職權，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 由警察機關發布該命令 (B) 屬行政處分 

 (C) 命令違法集會者解散屬之 (D) 人民不服該命令得行政

救濟 

3. 下列何種警察制度係由中央立法，並由中央專屬執行之？  

 (A) 警察官制       (B) 警察官規       (C) 警察教育       (D) 

警察勤務 

4. 下列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官職分立，官受保障，職得調任，依法不得免官僅得免職 

(B) 擬任警察官前，其擬任機關應就其身心健康狀況實施查核 

(C) 警察官等分為警監、警正、警佐，各官等分為一、二、三、四階  

(D) 初任警察官之年齡，警正不得超過五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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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列何者非為警械使用條例第四條所稱依法應逮捕、拘禁之人？ 

 (A) 被拘留人   (B) 現行犯 (C) 通緝犯 (D) 

現行違序人  

6. 下列何種情形，警察認有必要時得使用警銬？  

 (A) 醉漢抗拒管束措施時     (B) 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

證身分時 

 (C) 交通違規者不服稽查時 (D) 逕行通知違序行為人到

場時  

7. 「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合理使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在學

理上稱之為： 

 (A) 合理原則   (B) 恒定原則 

 (C) 比例原則                          (D) 責任原則  

8.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下列何種情形依法得使用警棍制止之？ 

 (A) 指揮交通     (B) 疏導群眾 

 (C) 戒備意外 (D) 避免非常變故 

 

9.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人民因執行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之請求損失補償

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損失補償，應以金錢或回復原狀為之 

 (B) 對於執行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

訟 

 (C)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一年內向執行機關請求 

 (D) 如權利人不知有損失，其請求權自損失發生後，經過二年，即不得

為之  

10.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有關怠金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怠金之課處以有不行為義務而為之者為限   

 (B) 最高可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C) 得連續課處  

 (D) 逾期未繳納者得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之 

11. 下列何者是行政執行法所稱之間接強制方法？ 

 (A) 罰鍰 (B) 扣留 (C) 代履行 (D) 

限制使用  

12. 下列何者不是行政執行處得行使之職權？ 

 (A) 限制義務人住居 (B) 提詢被管收人 

 (C) 裁定拘提義務人 (D) 查封義務人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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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處所得查證身分

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應具相當理由足認為有犯罪之嫌疑始得為之    

 (B) 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於營業時間為之 

 (C) 以查證身分為限，不得檢查所攜帶之物 

 (D) 應於白天為之 

14.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七條規定，警察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之必要措施，

不包括下列何者？ 

 (A) 攔停人、車 (B) 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 

 (C) 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D) 詢問職業與工作地點 

15.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七條規定，警察無法查證人民身分時，警察得將該

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下列有關其規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    (B) 查證時間自攔停起不得

逾一小時 

 (C) 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 (D) 應即通知其指定之親友

或律師 

16.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查訪之目的，在維護社會治安及防制查訪對象再犯 

 (B) 查訪項目得包括查訪對象之工作、交往及金錢情形 

 (C)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由內政部會同法務部定之 

 (D) 查訪期間以刑執行完畢後二年內為限 

17. 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個月實施查訪一次；其為受毒品戒治

人者，原則上多久實施查訪一次？ 

 (A) 每一個月   (B) 每二個月 

 (C) 每三個月 (D) 每六個月 

18.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經處罰執行完畢後，三個月內再有違序行為時，應

如何處罰？ 

 (A) 得加重處罰 (B) 保安處分處罰 

 (C) 從重處罰  (D) 易處拘留處罰 

19. 社會秩序維護法對於違序行為後、裁處前法律有變更者，採取何種原則？ 

 (A) 採從輕原則 (B) 採從新原則 

 (C) 以從輕為原則，從新為例外          (D) 以從新為原則，從輕為

例外 

20.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救濟，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 被處罰人不服警察機關之處分，得向行政法院簡易庭聲明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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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簡易庭認為聲明異議不合法定程式，應以裁定駁回 

 (C) 本法之「聲明異議」為行政訴訟先行程序之規定 

 (D) 被處罰人得以口頭方式向原裁定機關表示捨棄抗告權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下列何者屬警察官規之事項？ 

 (A) 警察之服式 (B) 警察之編制 

 (C) 警察之官等 (D) 警察之職務等階 

 (E) 警察之分局設置   

22. 依大法官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意旨，所稱法律規範明確性原則之特性為

何？ 

 (A) 可裁量性 (B) 可理解性 

 (C) 可預見性                          (D) 可補充性 

 (E) 可司法審查確認性 

23. 下列對於「警察」敘述，何者正確？ 

 (A) 學理上警察與實定法警察二者不同   (B) 學理上警察主要強調其

功能 

 (C) 實定法警察為組織法上警察 (D) 警察法之警察為學理上

警察 

 (E) 憲法第八條之警察機關僅指組織法上形式之警察  

24. 下列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使用警械有關責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人員違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死亡者，其慰撫金由各該級政府編

列預算支應 

(B) 警察人員合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財產損失者，應以金錢補償其實際

所受之財產損失 

(C) 警察人員合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死亡者，給與一次慰撫金新臺幣二

百五十萬元 

(D) 警察人員合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重度障礙者，給與一次慰撫金新臺

幣二百五十萬元 

 (E)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致人傷亡財產損失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喪葬費支

給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25.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法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合法使用警械，行為人無行政及刑事責任，僅有民事責任 

 (B) 合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受傷或死亡者，行為人及國家均負補償責任 

 (C) 合法使用警械致嫌犯受傷或死亡者，行為人及國家均無責任 

 (D) 違法使用警械因而侵害人民自由權者，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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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出於重大過失違法使用警械，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由行為人

負最終之賠償責任 

26. 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警察人員執行盤查勤務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必要時得命相對人高舉雙手   (B) 必要時得命相對人停止

舉動 

 (C) 檢查是屬具體公權力措施 (D) 如遭抗拒而有受突擊之

虞時，得使用警械  

 (E) 檢查是事實行為，相對人無法救濟 

27. 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有關警械種類規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警械之種類及規格由行政院定之    (B) 擊昏槍是電氣器械種類 

 (C) 瓦斯槍是噴射器械種類 (D) 應勤器械之規格包括警

銬、警繩及防暴網 

 (E) 警棍之規格包括木質警棍、鋼質伸縮警棍及電氣警棍  

28. 下列對警察所為處分之行政救濟敘述，何者正確？ 

 (A) 對交通違規處分之訴願     (B) 對扣留物品處分之訴願 

 (C) 對不准集會遊行申請處分之申復 (D) 對違序裁罰處分之聲明

異議 

 (E) 對服務機關人事申誡處分之復審 

 

 

29.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執行機關遇有下列何種情形，得於必要時請求其他

機關協助之？ 

 (A) 須在管轄區域外執行     

 (B) 執行事項涉及其他機關 

 (C) 執行時效有難於實現之虞  

 (D) 執行目的有難於實現之虞   

 (E) 無適當之執行人員 

30.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管束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管束不限行政機關始得為之 

 (B) 避免急迫危險為管束目的之一 

 (C) 應先經地方法院簡易庭裁定始得執行 

 (D) 不服管束執行方法，利害關係人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

聲明異議 

 (E) 有違法管束之情事者，受損害人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 

31. 依行政執行法第三條所定，以適當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目的之必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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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於行政執行時，應依下列何種原則為之？ 

 (A) 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 

 (B) 有多種能達成執行目的方法，應選擇損害最小之執行方法為之 

 (C) 有多種能達成執行目的方法，應選擇時間最少之執行方法為之 

 (D) 有多種能達成執行目的方法，應選擇人力最少之執行方法為之 

 (E) 採取方法所造成損失不得與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32. 依行政執行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行政執行應做成筆錄或報告書 

 (B) 對人之管束，執行人員應即將管束原因及經過報告主管長官 

 (C) 對人之管束，必要時得以強制力實施                                  

 (D) 對人之管束，必要時得逾二十四小時，但必須說明理由 

 (E) 對於特別損失補償之請求，執行機關應於收到請求書六十日內決定

之   

33. 有關警察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相關資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 蒐集資料之期間不得逾三年 

 (B) 此項資料之蒐集，必要時，得及於與蒐集對象接觸及隨行之人 

 (C) 賦予第三人得行使相關之警察職權 

 (D) 得支給第三人實際需要工作費用 

 (E) 須給與必要之證明文件 

34.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人民不服警察職權之行使時，得當

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以義務人提出為限  

 (B) 警察認為異議有理由者，應立即停止或更正執行行為 

 (C) 警察認為異議無理由者，得繼續執行  

 (D) 經義務人請求時，應將異議之理由製作紀錄交付之 

 (E) 人民因警察行使職權有違法情事，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法請求損

失補償 

35.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處所，得對人實施查證身分之情形，包括

下列何者？ 

 (A) 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者 

 (B) 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虞者 

 (C) 著奇裝異服者 

 (D) 滯留於應有停留許可之處所，而無停留許可者 

 (E) 有事實足認其對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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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該法所稱深夜，係指凌晨零時至五時而言 

 (B) 該法所稱查禁物，係指刑法第三十八條所定之違禁物 

 (C) 該法第七十二條所稱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內

者 

 (D) 該法第八十四條所稱職業賭博場所，係指具有營利性之賭博場所而

言 

 (E) 該法分則各章所稱再次違反，不以前後兩次行為均違反該法同條款

之規定為限 

37.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罰鍰」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罰鍰應於裁處確定之翌日起十五日內完納 

 (B) 被處罰人依其經濟狀況不能即時完納，得准許其於三個月內分期完

納 

 (C) 分期罰鍰遲誤一期不繳納者，以遲誤當期之到期日為餘額之完納期

限 

 (D) 在罰鍰應完納期內，被處罰人得請求易以拘留 

 (E) 罰鍰逾期不完納者，警察機關得易以裁處拘留 

38.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違序責任」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不問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 

 (B) 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C) 滿七十歲人不罰  

 (D) 瘖啞人得減輕處罰 

 (E) 瘖啞人於處罰執行完畢後，無人監護或不能監護時，得送交療養處

所監護或治療   

39.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時效」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違序行為逾二個月者，警察機關不得訊問、處罰 

 (B) 違序行為逾二個月者，警察機關不得移送法院 

 (C) 裁處停止營業者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三個月未執行者，免予執行 

 (D) 裁處拘留者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三個月未執行者，免予執行 

 (E) 易以拘留自法院裁定易以拘留確定之日起，逾三個月未執行者，免

予執行  

40. 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有關警械使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使用警械時，除情況急迫外，須穿著制服或出示足資識別之警徽或

身分證件 

 (B) 使用警械之原因行將消滅者，應立即停止使用 

 (C) 使用警械時，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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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使用警械時，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E) 使用警槍後，應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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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 

科目：警察勤務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4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警察勤務區分為幾種方式？ 

 (A) 三種方式     (B) 四種方式 (C) 五種方式 (D) 

六種方式 

2.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六條之規定，服勤時間以下列何種分配為原

則？ 

 (A) 勤四、息六    (B) 勤四、息八 (C) 二班制 (D) 

四班制 

3.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我國警察勤前教育分為三個

種類，亦即為基層勤前教育、聯合勤前教育，以及下列何者？ 

 (A) 專業勤前教育   (B) 專門勤前教育 (C) 專案勤前教育 (D) 

專屬勤前教育 

4.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五條之規定，警察勤務起迄時間及種類可區

分為日勤、夜勤及深夜勤，其勤務之交接時間，由下列何者定之？ 

 (A)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 (B) 警察分局  

 (C) 警察局   (D) 警政署 

5. 我國警察勤務制度之發展，有所謂「法制期」之發展階段，係指警察勤

務條例制定公布之時期，請問該條例為民國幾年制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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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民國 42年 (B) 民國 51年 (C) 民國 61年 (D) 

民國 76年 

6.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七條之規定，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行及

督導之機構為下列何者？ 

 (A)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 (B) 警察分局  

 (C) 警察局  (D) 警政署 

7.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民國 100 年 4 月 15 日警署刑偵字第 1000094636 號函

修正「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有關刑事類作

業之程序，其共計修正幾種刑事類作業程序？ 

 (A) 25種    (B) 27種   (C) 29種 (D) 31

種 

8. 根據第 7 題內政部警政署函頒修正之刑事類作業程序之規定，處理劫持

人質或汽車作業程序與步驟時，必須用現場封鎖帶將現場封鎖，並以數

層封鎖警戒線保護現場，其中負責「警戒」之任務屬於第幾層之封鎖線？ 

 (A) 第一層封鎖線    (B) 第二層封鎖線 (C) 第三層封鎖線 (D) 

第四層封鎖線 

9.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十四條之規定，派出所所長，就家

戶訪查事項，認為有必要時，得將所屬數個警勤區，以座談會或下列何

種方式實施之？ 

 (A) 協力訪查   (B) 聯合訪查 (C) 分批訪查 (D) 

合作訪查 

10. 我國之「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最近一次的修正日期為何者？ 

 (A) 民國 97年   (B) 民國 98年 (C) 民國 99年 (D) 

民國 100年 

11.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第十二點暨「警察勤務區勤務規

範」第六點之規定，警勤區之劃分，由下列何者每年定期檢討調整之？ 

 (A)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 (B) 警察分局  

 (C) 警察局  (D) 警政署 

12.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每上班日應連線勤區

查察處理系統，查看新增訊息，並應於幾日內確認，由系統連結相關資

料轉入戶卡片？  

 (A) 三日內   (B) 五日內 (C) 六日內 (D) 

七日內 

13.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執行勤區查察，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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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得提前幾分鐘返所，過錄實際查察所得資料與辦理通報事宜？ 

 (A) 五分鐘          (B) 十分鐘 (C) 十五分鐘 (D) 

二十分鐘 

14.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應隨時使用電腦核對

治安顧慮人口等具有特別記事人口資料，於戶卡片目錄作何種之註記？ 

 (A) 記事 1          (B) 記事 2 (C) 記事 3 (D) 

不必註記 

15. 根據「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勤務督察共分為幾級？ 

 (A) 二級 (B) 三級 (C) 四級 (D) 

五級 

16. 全球有關派出所等固定之警察基層勤務執行機構，在不同地區有不同之

名稱，新加坡稱其為下列何者？ 

 (A) 小型警局(Mini Station)   (B) 受理台(Shop Front) 

 (C) 鄰里警崗(Neighborhood Police Post) (D) 門市部(Store Front) 

17. 有關警察勤務規劃之方式，理論上可分為兩種方式，其中根據情資並運

用犯罪分析，據以先期規劃相關之勤務，稱之為下列何種勤務規劃方式？ 

 (A) 反應式(reactive)勤務規劃   (B) 行動式(active)勤務規劃 

 (C) 預警式(proactive)勤務規劃 (D) 回應式(responsive)勤務

規劃 

18.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之「警察機關

受理 e 化平臺作業程序」之規定，該系統各作業系統開放上線使用，因

天災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無法作業，得先以人工方式作業，製作表單交

予民眾，其於應上線使用本系統時，須於幾小時內補輸入？ 

 (A) 8小時         (B) 12小時 (C) 24小時 (D) 48

小時 

19.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之「治安要點

錄影監視系統調閱影像檔案處理作業程序」之規定，監錄系統之影音檔

案資料，自錄製完成時起，至少應保存多久？ 

 (A) 半個月        (B) 1個月 (C) 3個月 (D) 6

個月 

20.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二十六條之規定，各級警察機關實施勤務督導，

若以該條文明文規定之先後順序論之，則其首要之目的與功能為何？ 

 (A) 激勵服勤人員工作士氣   (B) 考核勤務績效 

 (C) 指導工作方法  (D) 實施勤務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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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六條之規定，警勤區依下列何種規定劃分？ 

 (A) 依自治區域     (B) 應參酌政黨屬性

 (C) 依人口疏密  

 (D) 應參酌治安狀況 (E) 應參酌工作繁簡 

22.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下列何者為此條文明文

規定之共同勤務？ 

 (A) 巡邏 (B) 勤區查察 (C) 值班 (D) 為民服務 

 (E) 社會治安調查 

23.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五條之規定，下列何者為「勤務時間」正確

之相關規定？ 

 (A) 零時至四時為深夜勤   (B) 二十時至二十四時為夜

勤      

 (C) 每日勤務時間為二十四小時 (D) 六時至十八時為日勤    

 (E) 待命服勤之時間，不酌予補假 

24. 民國 97 年 07 月 02 日修正之「警察勤務條例」，曾修正下列哪些條文

以及文字內容？ 

 (A) 第十五條服勤人員每週輪休全日二次 (B) 第十一條勤區查察以家

戶訪查方式  

 (C) 第六條警勤區依下列規定劃分 (D) 第五條警察勤務區，由

員警一人負責 

 (E) 第三條警察勤務之實施應晝夜執行普及轄區 

25. 根據民國 100 年修正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其中規定為防制

治安顧慮人口再犯，得定期實施查訪下列何者？ 

 (A) 曾犯詐欺之罪，經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者 

 (B) 經感訓處分執行完畢之流氓 

 (C) 曾犯組織犯罪之罪，經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者 

 (D) 曾犯傷害之罪，經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者 

 (E) 曾犯妨害自由之罪，經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者   

26.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六條之規定，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

訪查時應注意下列何事項？ 

 (A) 可用強制力執行訪查 (B) 應著制服或出示警察服務證

 (C) 告知訪查事由 (D) 應注意態度之優雅

 (E) 受訪查者不可藉任何理由拒絕訪查 

27.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十六條之規定，警勤區員警於家戶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2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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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查時所作成之資料，可作為下列何種方式之使用？ 

 (A) 供警察機關內部執行犯罪預防之使用    

 (B) 完全提供國防部兵役行政方面之參考 

 (C) 完全提供調查局執行重大案件偵查時之使用 

 (D) 供警察機關內部執行為民服務之使用 

 (E) 應提供予相關之事業經營者之閱覽與參考使用 

28. 根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基本資料包括下列何者？ 

 (A) 警勤區概要圖  (B) 警勤區轄區表

 (C) 警勤區記事簿 

 (D) 警勤區概要冊 (E) 警勤區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 

29.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五章之規定，對於勤務規劃之敘述，下列何者

為正確？ 

  (A) 勤務執行機構人員置四人至五人者，得另採全日更替制 

 (B) 警察勤務之裝備機具，由警政署定之   

 (C) 警察局或分局設有各種警察隊(組)，服行各該專業勤務 

 (D) 勤務編配，採行三班輪替或其他適合實際需要之分班服勤   

 (E) 勤務執行機構按月排定勤務分配表執行之   

30.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之「電子遊戲

場業管理條例」之規定，電子遊戲機之分類，係指下列何者？ 

 (A) 益智類  (B) 賭博電玩類   

 (C) 鋼珠類  (D) 娛樂類    

 (E) 未具影像、圖案，僅供兒童騎乘類   

31.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之「偵辦金融

電信人頭帳戶詐欺案件管轄作業程序」之規定，受理警察機關在填輸 e

化平臺開案時，應將管轄發生地填輸受理報案之警察機關，開立 e 化報

案三聯單，並向下列何者完成警示通報？ 

 (A) 八號分機 (B) 165專線 (C) 警政署 (D) 金融機構

 (E) 督察室   

32.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之「取締酒後

駕車作業程序」之規定，下列何情況之酒後駕車，即已達觸犯刑法應可

移送法辦之程度？ 

 (A) 呼氣酒精濃度已達每公升 0.28毫克    (B) 呼氣酒精濃度已達每公

升 0.55毫克 

 (C) 呼氣酒精濃度已達每公升 0.50 毫克 (D) 血液中酒精濃度已達

0.10％ 

 (E) 血液中酒精濃度已達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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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八條、第十四條之相關規定，以及我國警察實

務之發展狀況，與警察分駐所、派出所同層級之勤務機構為下列何者？ 

 (A) 勤務隊(組)  (B) 警察所 

 (C) 警衛派出所  

 (D) 機動派出所(或機動隊)  (E) 專案派出所   

34. 根據「警察勤務條例」第九條之相關規定，以及我國警察實務之運作現

況，警察分局之地位與功能為何？ 

 (A) 屬於協調管理層  (B) 為勤務執行機構  

 (C) 屬於重點性勤務執行機構 (D) 屬於勤務策略最高決策

階層 

 (E) 對重點性勤務得逕為執行   

35. 依據家戶訪查之相關法制規定與其勤務執行之規範，家戶訪查之行為性

質，屬於下列何者？                                                        

 (A) 行政指導  (B) 刑事偵查 

 (C) 實力強制調查 

 (D) 民事調查  (E) 任意調查之行政調查 

36. 美國警政學者威爾遜(O. W. Wilson)在警察專業化發展(Professional Era)

的當時，其所提倡仰賴汽車巡邏之理由為下列何者？ 

 (A) 易與民眾接近、可作詳細之觀察 (B) 不受地形與道路之限制 

 (C) 可較快速的反應，增加逮捕率 (D) 就涵蓋面論，其比傳統

巡邏較廣而有效 

 (E) 輕便靈活、安置容易、使用經費少   

37.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之「查處賭博

案件程序」之規定，職業大賭場認定標準，依「警察機關查獲職業性大

賭場認定基準」之規定，凡查獲賭博案件，經查明有意圖營利，供給賭

博場所或聚眾賭博，合乎下列何種條件之一者，則認定為職業性大賭場？ 

 (A) 賭場主持人，經查明係不良組織幫派分子者   

 (B) 賭場查獲賭資現金、籌碼等合計達新臺幣 30萬元 

 (C) 賭場抽頭達新臺幣 2萬元  

 (D) 賭場使用詐賭方法詐欺者 

 (E) 參與賭博達 5人以上   

38.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之「執行備勤

勤務作業程序」之規定，備勤勤務之工作項目包括下列何種工作？ 

 (A) 通訊聯絡及傳達命令 (B) 解送、戒護人犯 

 (C) 傳達重要公文 

 (D) 駐地安全維護 (E) 接受查詢、申請、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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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根據「警察服制條例」之規定，我國警察制服之種類包括下列何種制服？ 

 (A) 禮服 (B) 操作服 (C) 常服 (D) 便服

 (E) 非制式服   

40. 根據「警察勤務區勤務規範」第十二點之規定，勤區查察時數應嚴加管

制，非有下列何種情形，不得變更： 

 (A) 災害事件非變更不足以處理搶救時 (B) 因訓練、講習，致警力

不足，勤務調配困難時 

 (C) 治安事故非變更不足以緝捕制止時 (D) 因個別身心因素非變更

不足以舒緩時 

 (E) 特別勤務，非變更不足以維持秩序及達成任務時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解答 1 

中央警察大學 100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100年 6月 10日修正版 

共同科目 

 

憲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B A A D C A B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D A D A C B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D ACD BCD ADE ABDE CDE ABCE ABCD ACD B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E CDE AB ABDE ABCE DE ACD ADE DE ACD 

 

 

英文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A C B E B E C D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E B C D B E C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 B E C A E B E C 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D C C A D A E D E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B D B D A C B C A B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0年 6月 1日 24時前以傳真方式提出

(請至本校招生網路報名系統填具「試題疑義申請表」為之)，逾期或未敘明理由及檢附佐

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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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警察學系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A B D A D B C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D B A B B C A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 AB CDE ABC 或

BC 

BDE BCD BD 或

ABD 

ABCDE AB AB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 ACDE AB CDE ABCDE BCDE AC ACE ABCD BD 

 

警察勤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C C C A C B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D A B C C C B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E AC CD ACD ACE BC AD CE D A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D BE ACD AC AE CD AD BC ACD ABCE 

 

 警察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A C B D A C D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C B D B A C A D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D BCE ABC ABC 或

AB 

CD ABCD ABD BCD ABDE B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E ABC 或

BC 

BD BCD ABDE AD BCD ADE ABCE ACD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0年 6月 1日 24時前以傳真方式提出

(請至本校招生網路報名系統填具「試題疑義申請表」為之)，逾期或未敘明理由及檢附佐

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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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警察學系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A B D A D B C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D B A B B C A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 AB CDE ABC 或

BC 

BDE BCD BD 或

ABD 

ABCDE AB AB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 ACDE AB CDE ABCDE BCDE AC ACE ABCD BD 

 

犯罪偵查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C C A B D A B C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D 送分 D C C B D B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 AB ABDE ABD AE BC ACD ACDE AE A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 CE ABCDE ACD ABDE ABD ADE ACDE BCDE BE 

 

刑事鑑識概論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C B D B A A A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C C A D C D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 D BCDE ABC CDE ABDE BDE ABCDE ABE A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E ADE ACE ABD ABCE ABC BCE CDE BC ABCD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0年 6月 1日 24時前以傳真方式提出

(請至本校招生網路報名系統填具「試題疑義申請表」為之)，逾期或未敘明理由及檢附佐

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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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學系 

 

消防法規與消防安全設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B D A B D C B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D C C D A D A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DE ABCE ABCDE ACDE ABD BDE C ABCE ABDE A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D D BE CE CD ACD ACE ACDE

或 AE 

CE BDE 

 

火災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C A A C D C C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A C A A B C A C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 ABCDE ABDE DE AB ABCDE D BCE DE AB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E ABCD BDE ADE ABDE ACD ACDE ABCD ABE BCE 

 

消防實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B B C A C D D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B D B C D A C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E CE ABE CD ABE ABCDE ACE ABCD BCE AB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E ABE ACDE ACDE ABCD BCE ABCE ABC DE B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0年 6月 1日 24時前以傳真方式提出

(請至本校招生網路報名系統填具「試題疑義申請表」為之)，逾期或未敘明理由及檢附佐

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解答 5 

交通學系 

 
道路交通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或 C A B D D A A B C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A C B D C A C D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 ABE ABD ADE ABCE ABE BCDE ACE BE A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D ACE ABCDE BCD ABDE

或 ABD 

DE 或 D C D BCDE BE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B C B D C D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B A B B 或 D A D C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DE AB BDE CD ABD AD ABE ABCD ABCD AB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CD ABDE ABDE ABCD ABD ABCD ABD ACD BCD ABE 

 

交通工程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D C D A A D D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A B A B C C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 ABCDE ADE CE ACE AE ABCDE ACD BCE A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DE ADE BCE ACD ABCD ADE ABD BCD ABD ABD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0年 6月 1日 24時前以傳真方式提出

(請至本校招生網路報名系統填具「試題疑義申請表」為之)，逾期或未敘明理由及檢附佐

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10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解答 6 

水上警察學系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A B D A D B C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D B A B B C A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 AB CDE ABC 或

BC 

BDE BCD BD 或

ABD 

ABCDE AB AB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 ACDE AB CDE ABCDE BCDE AC ACE ABCD BD 

 

航海學及輪機學概要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D C C D A B A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B C C B B A B A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E ACE BCD ACDE ABCDE ACD DE ABC ABD A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DE BCD BCDE ABCDE BDE BC BDE BDE ABE CDE 

 

國際海洋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D D A C C D D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B C C B B D A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ABCDE ABC DE BE DE C AD ABCDE 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CE CE CE BCDE ADE AE ACDE ABE BD CD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0年 6月 1日 24時前以傳真方式提出

(請至本校招生網路報名系統填具「試題疑義申請表」為之)，逾期或未敘明理由及檢附佐

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