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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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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頁。 

一、字彙：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50 分) 

1.  Freeze. You are under _____. Put down your weapon. 

 (A) catch (B) arrest (C) watch (D) control (E) exposure  

2.  Officer Li is asking John to step out of his car to do a ______ test. 

 (A) air breathing (B) air blowing (C) breathing (D) breathtaking (E) breathalyzer  

3.  _____ means driving a car after consuming too much alcohol. 

 (A) Collision (B) Hit and run (C) Speeding (D) Towing (E) Drunk driving  

4.  A team from Da-an precinct was assigned to conduct a police _____ at a 

night club. 

 (A) raid (B) freeze (C) run down (D) runway (E) report  

5.  You are ____ for speeding in a school zone. 

 (A) stop (B) ticketed (C) controlled (D) videotaping (E) signed 

6.  Two police officers from the Traffic Police Corps were doing ____ 

enforcement after 10pm. 

 (A) pull through (B) passing away (C) committing (D) over (E) DUI 

7.  The Aviation Police are ____ security examination at local airports around 

Taiwan. 

 (A) responsible for   (B) charged with  (C) focused   (D) organized  (E) forbidden 

8.  ____ is a crime punishable by a fine or imprisonment for less than one year. 

 (A) Felony  (B) Homicide  (C) Armed robbery (D) Sales of heroine  (E) Misdemeanor 

9.  Drug traffickers often sell amphetamines in _____ chat rooms. 

 (A) recruit  (B) remorse  (C) restricted access (D) regret  (E)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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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Victims of sex trafficking are often found on streets or working in ____. 

 (A) brothels  (B) headquarters  (C) underhand  (D) deserts (E) department stores 

11. John was given a citation for _____ parking on Holly Street. 

 (A) authorized (B) illegal  (C) lawful (D) violent (E) legitimate 

12. Tom needs to ____ his innocence by collecting more evidence. 

 (A) proof (B) confess  (C) realize  (D) prove (E) know 

13. After 9-11, the US government is doing everything possible to ____ 

terrorism. 

 (A) decide (B) fight  (C) forge  (D) focus (E) deal 

 

14. The Command Center has ____ Officer Chen that there’s a traffic accident. 

 (A) pointed (B) involved  (C) notified  (D) reported (E) said 

15. A ____ test has to be done to eliminate any suspicion of drug abuse. 

 (A) urban (B) unit  (C) unite  (D) urinate (E) urine 

16. I want to report a(n) ____. Someone beat me because I accidentally bumped 

into him. 

 (A) accident (B) action  (C) crash  (D) assault (E) violence 

17. ____ is holding somebody against his or her will and asking ransom for a 

victim’s release. 

 (A) Robbery  (B) Burglary  (C) Domestic violence (D) Kidnapping   (E) Rape 

18. The police are checking to see if you are a reported ____ person. 

 (A) to miss (B) miss  (C) missed  (D) missing (E) misses 

19. Teachers held a ____ about their unfair teaching environment. 

 (A) seat (B) sit-across  (C) sit-up  (D) sit-tight (E) sit-in 

20. The judge needs to find out the suspect’s ____ for this murder case. 

 (A) creative (B) motive (C) concern (D) pressure 

 (E) promotion 

21. DWI stands for driving while ______. 

 (A) influence (B) injured  (C) intoxicated  (D) importing (E) insured 

22. The judge gave Mary a life _____ because she had killed her parents 

purposely.  

 (A) sentence (B) judgment  (C) rehab  (D) execution (E) trial 

23. To legally search one’s home, the police must have a search _____. 



英文3  

 (A) ID (B) note  (C) order  (D) warrant (E) ticket 

24. John’s bike was stolen. He went to the police station to see if there was a 

______ camera in operation at the time. 

 (A) transmit (B) remember  (C) surveillance  (D) receive (E) decorate 

25. Frisk is ______ a person’s outer clothing to see if the suspect has a weapon. 

 (A) patting down (B) sliding (C) seizing (D) detaining (E) grabbing 

二、會話：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10 分) 

26. Detective Chang: How may I help you? 

Susan: I’d like to report _________. 

 (A) a burglary because my house was broken with       (B) a kidnapping because my bag was stolen       (C) a shoplifting because my bike was lost in       (D) a robbery because my purse 

was taken from me       (E) a murder because my son was missing out 

27. Police: Do you remember _____? 

   Mary: She was wearing a black T-shirt and a pair of jeans. 

 (A) the suspect wear what  (B) the suspect 

look like     (C) what the suspect was wearing  (D) wore the suspect what     (E) the suspect dresses 

28. Police: Do you remember the _____ of your car? 

   John: Oh, let me see. It’s a Cadillac. 

 (A) color (B) make (C) year (D) plate number (E) engine 

29. Police: Good morning. I am Officer Li. _________? 

   George: I want to report a theft. I can’t find my car. 

 (A)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help you with (B) Can I call 119 

for you    (C) This is Central Police Station  (D) Where did you park your car  (E) Can I make a statement 

30. Police: Please show me your driver’s license and vehicle registration. 

   Driver: ______. 

 (A) Here I am  (B) Thank you  (C) Here you go  (D) I know  (E) Show me your cuffs 

三、綜合測驗(克漏及閱讀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
答案 ( 40分) 

  A Taipei police officer has been   31   for allowing some tourists to handle 

his firearm earlier in the week. The officer   32   Luo received demerits for   

33   firearm regulations. Although he claimed that it was a friendly, diplomatic 

gesture, the station’s deputy director noted that “this kind of situation cannot be   

34  .” Officer Luo allowed a group of foreign visitors to play with his gun, 

while he was working at an intersection near the Martyrs’ Shrine, a popular 

Taipei tourist   35  . In a video posted online, Officer Luo was also s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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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 and unloading the    36   in front of the curious tourists. (excerpted 

from Chinapost online, 2012) 

31. (A) yield (B) punished (C) destroyed (D) surrendered (E) hit 

32. (A) surnamed (B) nicknamed (C) first named (D) given named (E) maiden named 

33. (A) helping (B) collecting (C) breaking (D) holding (E) obeying 

34. (A) forgotten (B) forbidden (C) forgone (D) forfeited (E) forgiven 

35. (A) guide (B) map (C) drive (D) site (E) house 

36. (A) pistol (B) cartridge (C) cuffs  (D) vast (E) baton 

3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central message? 

 (A) It was not appropriate behavior to let the tourists play with the officer’s 

gun.     (B) The station’s deputy director noted that handing the gun to the tourists was a friendly gesture. (C) The station’s deputy director didn’t think it was an improper action.      (D) 

Officer Luo got a prize.        (E) Officer Luo got a promotion. 

38. What does “demerit” mean? 

 (A) promotion (B) prize (C) strength (D) punishment (E) bonus 

39.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A)Forbidden treatment among officers        (B) How to make a friendly, diplomatic gesture       (C) Police punish officer for letting tourists handle gun       (D) Martyrs’ 

Shrine – most popular tourist attraction in Taipei      (E) Police officer’s real story 

-------------------------------------------------------------------------------------------------

--------------------------- 

When people go online they are   40   when it comes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Most share information that they would never give someone they 

met casually   41  . Many chatting programs and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sk you to   42   a profile about yourself. What most people don’t know is 

that this information is frequently   43   to anyone who wants to see it online. 

There are ways to   44   yourself online: 

1. Whenever you complete any form online, check to see what the site’s 

privacy policy is. 

2. Don’t include pictures of yourself or post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on 

your website. 

3. Use a free web-based e-mail account such as Hotmail when writing to 

strangers. 

4. Use a genderless, non-provocative screen name. 

5. Chat with people you know. 

And remember that the moment you get into a chat room with peopl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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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know, be careful. Keep in mind these are   45   you’re talking to. They 

may sound friendly, but anyone can be anything they want online. (excerpted 

from English for Police by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1)  

40. (A) smart (B) fragile (C) strong (D) guilty (E) naive 

41. (A) cross lines (B) between lines (C) in-line (D) off-line (E) on-line 

42. (A) imagine (B) store (C) fill out (D) indicate (E) search 

43. (A) unable (B) invisible (C) casted (D) talk (E) available 

44. (A) protect (B) reveal (C) showoff (D) identify (E) browse 

45. (A) family (B) strangers (C) co-worker (D) staff (E) agency 

46. According to the text, most people ______. 

 (A) are aware of the vulnerability when they go online       (B) don’t know they can be easily tracked by others online      (C) take various safety measure when they chat online       (D) are eager to 

share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with others online      (E) surf online with a Hotmail account 

47. Others can easily find out who you are by _____. 

 (A) the information you provide online (B) writing e-mail 

to you    (C) chatting with you on the phone  (D) locating who your neighbors are  (E) getting to know you on the street 

48. One of the measures the text suggests to guard against dangerous online 

actions is ________.  

 (A) not to go online at all        (B) to chat with someone who you don’t know online       (C) never to give out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any ISP      (D) not to surf 

with your real name        (E) to provide your information whenever and whatever you want online 

49.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article? 

 (A) Online Vulnerable People (B) Online Conviction By Strangers      (C) Handling Online Problems (D) Technology Crimes and You      (E) Protect Yourself Online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mentioned as one of the safety measures for 

chatting online? 

 (A) Chat with friendly strangers.        (B) Share your information only with persons who sound friendly.      (C) Chat with people you already know.       (D) Chat with 

unknown or unfamiliar people.       (E) Set up a secret code with str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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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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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袁安傳》記載：「後漢袁安為河南尹，

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

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

不忍為也。』聞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

然。」請以「體察民意，政自清明」為題，書寫作

文一篇。 

貳、公文題(50分) 

一、公文依行文系統分為哪三種？（10分） 

二、請以直轄市或縣市警察局之業務承辦人身份，依據警政

署頒訂之「全面檢肅非法槍彈作業執行計畫及評核計

畫」，審酌所屬轄區特性及治安熱點，擬訂具體可行之

細部執行計畫，以加強查察非法槍彈，遏止槍械危害，

淨化社會治安，維護民眾安全。（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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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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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我國憲法前言所列舉之目的，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奠定社會安寧   (B) 維持公共秩序 (C) 增進人民福利 (D) 

鞏固國權 

2. 下列有關人民身體自由保障之敘述，何者錯誤？ 

(A) 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其本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   

  

(B) 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得予拒絕  

(C) 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與處罰  

(D) 現行犯逮捕之法律依據，包括警察職權行使法 

3. 下列對人民有居住及遷徙自由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居住自由包括住居不受非法搜索     (B) 居住自由含國民得選擇

居住處所之權利  

(C) 遷徙自由包括個人出國自由 (D) 遷徙自由保障外國人有

進入我國之權利  

4. 下列對人民有集會自由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外國人得為須申請許可集會之負責人 (B) 大法官第 445 號解釋提

及集會自由  

(C) 我國對室外集會採追懲制 (D) 對室外集會首謀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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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處行政罰 

5. 下列對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的敘述，何者錯誤? 

(A) 人民受到不當處分，得提訴願    (B) 對於國家政策事項，得

為請願  

(C) 訴願一律向高等行政法院提出 (D) 行政訴訟種類，包括給

付訴訟 

6. 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A) 教育制度      (B) 國際貿易政策 (C) 度量衡        (D) 

國營經濟事業  

7. 下列對監察院與監察委員產生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依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B) 監察院對司法院人員之彈劾，須經監察委員 2人以上提議  

(C)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 19人  

(D) 監察院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 

 

 

 

 

8. 下列何者無法取得中華民國之國籍？ 

(A) 外國人歸化者                                 

(B) 外國人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C) 出生於父死亡後，其父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D) 出生時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9. 下列對各級選舉主管機關與監督等事項之敘述，何者錯誤？ 

(A) 辦理選舉期間，中央選舉委員會應於鄉（鎮、市、區）設辦理選務

單位   

(B) 村（里）長選舉，由各該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 

(C) 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由縣選舉委員會辦理 

(D) 立法委員選舉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主管，並指揮、監督直轄市、縣（市）

辦理  

10. 下列有關國家賠償責任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對於國家賠償案件，該公務員限有故意時，賠償義務機關對其有求

償權     

(B) 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之權利遭受損害，國家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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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權力，故意侵害人民自由，國家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D) 國家賠償法所稱公務員，指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   

11. 下列對立法院長、副院長之產生及其議事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立法院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院長擔任主席  

(B) 立法院會議，以院長為主席；全院委員會亦同 

(C) 立法院院長應以配合政策原則，處理議事程序 

(D) 立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 1人，由立法委員互選產生   

12. 下列對於立法院政黨質詢與個人質詢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立法委員個人質詢應依各委員會之種類，以議題分組方式進行   

  

(B) 立法委員個人質詢，以 2議題為限，詢答時間合計不得逾 30分鐘 

(C) 代表政黨質詢之立法委員，不得提出個人質詢  

(D) 政黨質詢時，由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列席備詢   

13. 下列對憲法法庭之裁判等敘述，何者錯誤？ 

(A) 被宣告解散之政黨，應即停止一切活動     

(B) 對於憲法法庭之裁判，得提起非常上訴救濟 

(C) 憲法法庭之判決，各關係機關應即為實現判決內容之必要處置  

(D) 政黨被宣告解散，其財產之清算，準用民法法人相關規定辦理 

14. 下列對司法院長職務及正副院長出缺處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司法院長綜理院務及監督所屬機關  

(B) 司法院長、副院長同時出缺時，由總統就大法官中指定 1 人代理院

長 

(C) 司法院副院長出缺時，暫從缺  

(D) 司法院長因故不能視事時，由秘書長代理其職務。   

15. 監察院監察委員之特定資格，不包括下列何者？ 

(A) 曾任政黨主席 3年以上，聲譽卓著 (B) 清廉正直，富有政治經

驗，聲譽卓著 

(C) 曾任大學教授 10年以上，聲譽卓著 (D) 曾任簡任公務員 10年以

上，成績優異   

16. 行政院所設相當中央二級之獨立機關，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B) 公平交易委員會    

(C)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D) 中央選舉委員會   

17. 考試院所設之部會機關，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B) 人事行政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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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考選部        (D) 銓敘部   

18. 下列對監察院調查權之行使等敘述，何者錯誤？ 

(A) 調查人員對於案件內容不得對外宣洩  

(B) 調查人員調查案件，於必要時得通知書狀具名人及被調查人員就指

定地點詢問 

(C) 監察院行使監察職權，得由監察委員持監察證或派員持調查證，赴

各機關行使之   

(D) 監察證及調查證使用規定，由法律訂定之 

19. 直轄市議會之職權，不包括下列何者？  

(A) 議決直轄市特別稅課及附加稅課      (B) 議決直轄市財產之處分 

(C) 議決直轄市局處首長之派任 (D) 議決直轄市法規   

20. 下列有關地方自治團體之間權限或事權爭議處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A) 鄉（鎮、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內政部解決  

(B) 直轄市間、直轄市與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行政院解決 

(C) 縣與鄉（鎮、市）間，自治事項遇有爭議時，由內政部會同中央各

該主管機關解決 

(D) 中央與直轄市、縣（市）間，權限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院會議決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下列有關國民教育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國民教育，限由政府辦理  

(B) 國民補習教育，由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附設國民補習學校實施 

(C) 國民教育分為 2階段，前 6年為國民小學教育  

(D) 已逾齡未受國民教育之國民，應受國民補習教育  

(E)  6 歲至 17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   

22. 下列有關大學正副校長之設置及職掌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私立大學校長之任期及續聘，由大學組織規程訂定之  

(B) 公立大學校長任期 4年，期滿得續聘 

(C) 大學校長之資格，依有關法律之規定，得由外國人擔任                                  

(D) 大學得置副校長，由教育部聘任，襄助校長推動校務  

(E) 大學置校長 1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大學 

23. 下列對文化資產保存有關古蹟指定等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歷史建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後，辦理公告     

(B) 建造物所有人得志願將其所有建築物登錄為古蹟 

(C) 古蹟滅失時，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解除其指定 

(D) 直轄市、縣（市）指定古蹟後，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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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古蹟依其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 3類   

24. 下列對人民聲請提審之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 不服法院之提審裁定，得於裁定送達後 5日內向直接上級法院提出

抗告     

(B) 法院接受聲請提審之書狀，認為無理由，應於 3日內以裁定駁回之 

(C) 執行逮捕機關應即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指定親友

  

(D) 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限其本人得聲請提審 

(E) 聲請提審以書狀或言詞為之 

25. 下列有關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通訊監察，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    

(B) 憲法第 12條為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規定 

(C) 大法官釋字第 635號為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相關規定之解釋 

(D)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目的，在確保國家安全，維持社會秩序 

(E)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立法，在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不受非法侵害 

26. 下列有關人民集會遊行規範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集會、遊行不得在立法院前舉行          

(B) 集會遊行不得主張共產主義 

(C) 須申請許可之室外集會主管機關，指集會所在地之警察局  

(D) 集會，指於公共場所舉行會議、演說之活動  

(E) 集會遊行法立法之目的，在保障人民集會自由  

27. 下列有關人民請願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各機關處理請願案件，應將其結果通知請願人  

(B) 各機關處理請願案件，得通知請願人代表前來，以備答詢 

(C) 人民集體向各機關請願，面遞請願書，有所陳述應推代表 

(D) 人民對應提起訴願之事項，亦得請願     

(E) 人民請願事項，不得干預審判  

28. 下列有關人民提起訴願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訴願期間之計算，除訴願法規定外，依請願法規定  

(B) 訴願人因天災，致遲誤訴願期間，得申請回復原狀 

(C) 申請回復原狀，須在遲誤訴願期間後之 2年內提出  

(D) 利害關係人不得單獨提起訴願，但得申請參與程序 

(E) 訴願之提起，應在行政處分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  

29. 下列有關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之遴聘等敘述，何者正確？ 

(A) 資政、國策顧問之遴聘規定，另由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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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資政不得逾 50人 

(C) 國策顧問不得逾 90人  

(D) 資政聘期不得逾越總統任期 

(E) 總統府置資政、國策顧問，由總統遴聘，均為無給職   

30. 有關大法官釋字第 699 號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解釋，下列敘述何

者符合其意旨？ 

(A) 系爭條例有關酒後駕車之檢定測試、方式等事項，限以法律規定之    

  

(B) 人民相關自由權利於合乎憲法第 23條要件，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

權之命令為限制  

(C) 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為憲法第 15條所明文規定  

(D) 行動自由應涵蓋駕駛汽車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之自由 

(E) 人民有行動自由，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前提下，受憲法第

8及第 10條所保障   

31. 有關大法官釋字第 690 號對傳染病防治法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其

意旨？ 

(A) 本案未就強制隔離期間予以規範，及非由法院決定施行強制隔離處

置，不符憲法原則     

(B) 法律明確性之要求，爰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

於個案之妥當性 

(C) 人身自由限制是否達到剝奪情形，應按其實際剝奪方式、目的等，

定審查相當標準  

(D) 國家以命令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須符比例原則，及踐行必要之程

序 

(E)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為憲法第 8條所明定   

32. 有關大法官釋字第 684 號對學生受教育權利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符合

其意旨？ 

(A) 本院釋字第 384號解釋，亦為學生受教權之保障解釋     

(B) 為避免學術自由受國家不當干預，應強化教育行政監督之執行 

(C) 審理大學學生提起行政爭訟之機關，應本於維護大學自治原則，對

大學專業判斷適度尊重 

(D) 大學教學、研究及學生之學習自由均受憲法保障，在法律規定範圍

內享有自治之權 

(E) 人民於其權利遭受公權力侵害時，得循法定程序提起行政爭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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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關大法官釋字第 670 號對冤獄賠償法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其意

旨？ 

(A) 人民受憲法第 15條保障之財產權，因公益需要而受特別犧牲，應由

國家依法律予以補償 

(B) 冤獄賠償法第 2 條第 3 款，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受羈押，不得請求

補償，無違憲法規定 

(C) 特定人民身體之自由，因公共利益受公權力之合法限制，諸如受羈

押、收容或留置為是 

(D) 人民受憲法第 8 條保障身體之自由，乃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其他自

由權利之前提 

(E) 系爭規定應由相關機關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1 年內通盤檢討、修法  

   

34. 有關大法官釋字第 664 號對少年事件處理法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符合

其意旨？ 

(A)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6條第 2款及第 42條第 1項第 4款，符合憲法

第 23條規定    

(B) 少年事件處理法係立法者為保障 14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少年所制定

之法律 

(C) 立法形成自由，不得違反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相關規範之意旨  

(D) 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受憲法第 20

條保障   

(E) 國家對兒童及少年之保護，宜由立法者衡酌社經發展、教育與社會

福利政策等，妥為規劃 

35. 有關大法官釋字第 649 號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符

合其意旨？ 

(A) 本案系爭為對「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之解

釋 

(B) 系爭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 3年時失其效力 

(C) 保障視障者之工作權，基於平等原則為一般之公共利益事項 

(D) 為保障視障者，應由主管機關就適合視障者從事之職業予以訓練輔

導 

(E) 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之主觀條件，係指對從事特定職業之條件限制

   

36. 下列有關平等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依平等原則，本國人與外國人之享有社會權應一致  

(B) 基於平等原則，禁止國家為恣意行為 

(C) 平等權之核心內涵，在實質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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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E) 憲法第 7條為平等權之規定   

37. 下列有關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敘述，何者正確？ 

(A) 屬於憲法保留     (B) 大法官第 558 號解釋，

提及人身自由之保障  

(C) 拘留不屬於對人身自由之拘禁 (D) 公權力干預人身自由，

須受正當法律程序制約 

(E) 警察對人管束屬對人身自由之干預  

38. 下列所舉之大法官會議解釋，何者涉及對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之限制？ 

(A) 釋字第 603號    (B) 釋字第 345號 

(C) 釋字第 443號  (D) 釋字第 689號 

(E) 釋字第 265號       

39. 下列對人民參政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憲法第 17條有明文規定         

(B) 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規定總統與副總統之選舉  

(C)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在於落實人民參政權    

(D) 創制及複決之權，屬之 

(E) 憲法第 40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45 歲者，得被選為總統、副

總統 

40. 下列對言論自由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憲法第 11條為其依據      

(B) 大法官釋字第 364號提及言論自由 

(C) 廣播方式表達意見，受言論自由保障  

(D) 言論自由核心範圍，在於自由表達評價的判斷  

(E) 憲法第 73條為立法委員言論免責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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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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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山隧道自發生火燒車意外後，又將限速規定由 90 公里每小時調降為

80公里每小時，安全距離規定維持不變，此時用路人的反應時間變成多

少秒？  

 (A) 1.5    (B) 1.75 (C) 2.0 (D) 

2.25  

2. 狹橋長度在多少公尺以上宜設置號誌以管制交通？ 

 (A) 100     (B) 200 (C) 300 (D) 

400  

3. 當雙車道路面寬度縮減為多少公尺以下時，該路段起點前方就應設立狹

路標誌？ 

 (A) 6     (B) 7 (C) 8 (D) 9  

4. 設於易被撞或影響交通之處的標誌，其支柱或支架應漆何種相間之線條? 

 (A) 黑白   (B) 黑黃 (C) 紅白 (D) 紅

黑 

5. 險坡標誌應設於道路縱坡至少在多少以上之路段，以促使車輛駕駛人小

心駕駛？ 

 (A) 5%   (B) 6% (C) 7% (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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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做交通設計時，若設計跟駕駛人的煞-停動作有關，常用的用路人平均

反應時間為多少秒？ 

 (A) 1.5   (B) 2.0 (C) 2.5 (D) 

3.0 

7. 下列何者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的母法？ 

 (A) 公路法   (B) 警察職權行使法 (C) 社會秩序維護法 (D) 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8. 附牌，為主標誌牌之輔助標誌，其文字應力求簡潔，字數以不超過多少

個字為原則？ 

 (A) 10     (B) 12 (C) 14 (D) 16  

9. 專供裝運十公尺以上超長物品並以物品本身連結曳引車之架形拖車為： 

 (A) 聯結車    (B) 半拖車 (C) 全拖車 (D) 拖

架 

10. 以 90 公里每小時的速度行駛的車輛，若欲以 0.35 的減速係數將車停

下，其所行駛的距離，下列何者最為接近？ 

 (A) 85公尺    (B) 90公尺 (C) 95公尺 (D) 

100公尺 

11. 車流密度可用來評估道路的服務水準，其公式為： 

 (A) 流量/速率    (B) 流量/道路容量 (C) 速率/流量 (D) 道

路容量/流量 

 

12. 車流中大貨車及大客車佔該總交通量或車輛數的百分率稱為： 

 (A) K-因數   (B) D-因數 (C) T-因數 (D) P-

因數 

13. 分向限制線為雙黃實線，線寬及間隔均為多少公分？ 

 (A) 10   (B) 15 (C) 20 (D) 30 

14. 禁止停車標線為黃實線，其禁止時間為每日： 

 (A) 上午六時至晚間八時 (B) 上午七時至晚間八時 

 (C) 上午六時至晚間九時 (D) 上午七時至晚間九時 

15. 第 15百分位速率可用以決定： 

 (A) 最高速限    (B) 臨界速率 (C) 最低速限 (D) 眾

數速率 

16. 因號誌或標誌之管制而發生的延誤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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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運行延誤    (B) 固定延誤 (C) 行駛時間延誤 (D) 停

等時間延誤 

17. 左彎待轉區線為兩條平行白虛線，設於左彎專用車道之前端，伸入交岔

路口，距離中心不得少於多少公尺？ 

 (A) 3         (B) 4  (C) 5  (D) 10   

18. 在理想的路幅和交通狀況下，每一標準寬度車道的基本容量為： 

 (A) 1000輛小客車/時           (B) 1200輛小客車/時  

     

 (C) 2000輛小客車/時 (D) 3000輛小客車/時 

19. 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為於路口對角線位置劃設 X字型平行白色實線，線

寬為多少公分？ 

 (A) 3         (B) 15  (C) 20       (D) 30 

20. 省道路線編號標誌之形狀為： 

 (A) 箭頭形         (B) 方形 (C) 盾形 (D) 梅

花形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對減速標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前方路況特殊，車輛應減速慢行   

      (B) 標線為白

色，厚度以不超過 0.6公分為原則 

 (C) 標線線寬為 15公分        

      (D) 標線間隔

為 20公分 

 (E) 以五條為一組   

22. 下列何者可為槽化線的標線線型？ 

 (A) 單實線    (B) 單虛線 

 (C) Ｙ型線 (D) 斜紋線    

      (E) 雙實線 

23. 下列對路中障礙物體線的敘述何者正確？ 

 (A) 該標線為斜紋線   (B) 標線線寬 10公分至 30公

分 

 (C) 標線自上至下向左傾斜 45度      (D) 標線高度距地面為 180公

分 

 (E) 標線為黑色實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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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列對調撥車道線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標線為雙白虛線   (B) 標線線段長 4公尺 

 (C) 標線間距 6公尺 (D) 標線線寬 10公分 

 (E) 標線間隔 10公分 

 

25. 下列何種車輛屬於特種車？ 

 (A) 消防車   (B) 教練車 

 (C) 郵車 (D) 水肥車 

 (E) 囚車  

26. 俗稱的北二高其正式名稱應為： 

 (A) 國道 2號高速公路    (B)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 

 (C) 國道 3號高速公路 (D) 國道 5號高速公路 

 (E) 桃園機場系統聯絡道   

27. 有關豎立式標誌設置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標誌牌之高度，以下緣距離路面邊緣原則上不得低於 1公尺 20公分 

 (B) 標誌牌之高度，以下緣距離路面邊緣原則上不得高於 2公尺 10公分 

 (C) 其牌面不得妨礙行人交通 

 (D) 多面標誌牌共桿設置時，同支柱同方向至多以三面為限 

 (E) 不同屬性標誌牌共桿時，依指示標誌、警告標誌及禁制標誌之順序，

由上至下排列   

28. 設計行人專用號誌時，對於用路人行走速率的假設，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 一般使用 1公尺／秒 (B) 學童眾多地點使用 0.8公

尺／秒 

 (C) 盲人音響號誌處使用 0.5公尺／秒 (D) 公車站牌附近使用 1.2公

尺/秒 

 (E) 商業區行人密集處使用 1.5公尺/秒 

29. 交岔路口行車管制號誌，其時制設計應考慮下列哪些因素？ 

 (A) 交通量    (B) 車流流向 

 (C) 車速 (D) 行人穿越數 

 (E) 車道寬度   

30. 行車管制號誌，其時制設計之指標為何？ 

 (A) 路口延滯最少     (B) 車輛停等次數最少 

 (C) 車輛燃料消耗量最少 (D) 車輛廢氣排放量最少 

 (E) 車輛通行有效綠帶寬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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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對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為縱向標線    (B) 距最近行人穿越設施不

得少於 100公尺 

 (C) 斜紋線之寬度與間隔均為 40公分 (D) 依行車方向自左上方向

右下方傾斜 45度 

 (E) 設於道路中段行人穿越眾多之地點   

32. 欲於某相交道路交通流量相當之特定路口設置停車再開標誌時，其設置

條件，下列何者正確？ 

 (A) 其中任一道路行車速限在每小時 60公里以上  

 (B) 平均日進入交岔路口之交通量總和達 4000輛以上 

 (C) 一年內有 5次以上交通事故紀錄 

 (D) 一年內有 1件以上 A1類交通事故紀錄 

 (E) 一年內有 3件以上 A1類加 A2類交通事故紀錄   

33. 對交通感應號誌控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用於交通量變化顯著且無規律之地點 

 (B) 用於幹支道交通量懸殊之地點 

 (C) 半交通感應控制，其感應器僅設於支道上 

(D) 全交通感應控制，其感應器設於各幹支道上 

(E) 係以偵測器蒐集直行與轉向交通量及行車速率等交通資料  

 

 

34. 欲設置行車管制號誌，下列何者為必須考慮之事項？ 

 (A) 汽車交通量   (B) 行人穿越數 

 (C) 肇事紀錄 (D) 民意請託 

 (E) 學校出入口   

35. 號誌時制設計之基本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行車管制號誌之週期長度，以 30秒至 120秒為原則  

 (B) 特種閃光號誌與行人穿越道號誌之閃光操作，其閃爍次數每分鐘為

50至 60次 

 (C) 鐵路平交道號誌雙閃紅燈，其閃爍次數每分鐘為 40至 50次 

 (D) 行車管制號誌與行人專用號誌之閃光操作，其閃滅交替之時間應相

等 

 (E) 鐵路平交道號誌雙閃紅燈，至少在火車駛抵平交道前 20秒即應開始

顯示   

36. 交岔路口槽化島的設計是期望能達到下列哪些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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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增加流量    (B) 增進安全 

 (C) 引導交通行向 (D) 隔離車流 

 (E) 減少車流間的相互干擾   

37. 設計圓環中央槽化島時應考慮的關鍵性控制條件，下列何者正確？ 

 (A) 交織段長度    (B) 交織段寬度 

 (C) 彎道設計速率 (D) 橫向位移 

 (E) 縱向位移 

38. 影響車輛行駛在道路曲線段上臨界速率的因素，下列何者正確？ 

 (A) 駕駛人對離心力的承受度   (B) 曲線段的半徑 

 (C) 曲線段的超高 (D) 路面的摩擦係數 

 (E) 曲線段的視距   

39. 可用於禁制標誌之體形，下列何者正確？ 

 (A) 圓形 (B) 八角形 

 (C) 倒三角形 (D) 方形 

 (E) 菱形   

40.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隧道路段基於行車安全需要，得使用楔形安全距離

辨識標線，對該楔形標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標線為黃色楔形線    (B) 標線線寬 25公分 

 (C) 外緣長 3公尺、寬 1.4公尺 (D) 每 50公尺一條 

 (E) 以二條一組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1  

中央警察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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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對於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所謂「道路障礙」係依事故發生時，

在現場多遠之範圍內，有無障礙物及是否有影響之實際狀況而定？ 

 (A) 10公尺     (B) 15公尺 (C) 20公尺 (D) 25

公尺 

2.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各種跡證，主要係在提供查明事故的真相，在各類跡

證中，其平均之證據價值，下列何者最高？ 

 (A) 被害人之體傷及摔跌位置或狀態     (B) 肇事及被撞等車輛之損

傷照片    (C) 

被害人持有之物散落位置或狀態 (D) 輪胎痕、擦撞痕之特徵 

3. 發生於夜間之交通事故，肇事車輛有無依規定使用燈光之鑑別，下列何

者正確？ 

 (A) 燈絲斷裂處呈小圓球狀係碰撞斷裂所致      

     

 (B) 燈絲斷裂處呈現銳角係燒斷時所致   

     

 (C) 熔於燈絲上之玻璃碎粒，較容易附著於細燈絲上  

     

 (D) 燈絲上熔附有玻璃碎粒，此顯示在玻璃破裂當時，燈絲是熾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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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運用於交通事故原因調查過程之跡證鑑識技術中，以下列何者最為

普遍廣泛？ 

 (A) 車漆鑑識    (B) 生物鑑識 (C) 化學鑑識 (D) 

物理鑑識 

5. 交通事故現場跡證蒐證時，對於現場範圍大且肇事車輛逃逸者，下列何

種勘查方式最恰當？ 

 (A) 由外向中心   (B) 由中心往外 (C) 分片分段 (D) 

沿車輛行駛軌跡路線 

6. 對於連續發生之交通事故，導致有數個現場且牽連數個轄區時，下列何

者錯誤？ 

 (A) 各現場事後移由最後現場管轄單位彙辦    

     

  (B) 各現場可由該管權責單位先行處理  

     

  (C) 可由發生地與結果地管轄單位會同處理  

     

  (D) 損害情節較重大者移由該情節重大之單位彙

辦 

7. 處理 A3 類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當場自行和解，表明不需警方處

理者，下列何者錯誤? 

 (A) 得敘明理由，免予製作談話紀錄      

     

 (B) 如當事人有明顯違規事實者，應依規定予以舉發  

     

 (C) 仍應對現場攝影蒐證   

     

 (D) 現場可以不用測繪 

 

 

8. 交通事故處理人員於事故現場勘查之同時，先行繪製現場草圖，以便趕

快恢復交通狀況，係符合下列何種要求？ 

 (A) 迅速確實原則    (B) 先行處理原則 (C) 完整無誤原則 (D) 

保全跡證原則 

9. 交通事故處理人員抵達現場時，對於佈署現場保護及管制之各項器材裝

備與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A) 剛抵達欲佈署時，宜由內往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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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欲結束返回時，宜由外往內進行拆除收回  

     

  (C) 欲結束返回時，不宜由中間往兩端進行拆除收

回     

    (D) 

交通指揮疏導人員於現場蒐證完畢後即可撤離 

10. 交通事故車輛之任何一部份和車輛以外物體直接接觸撞擊後，所造成之

損壞，下列何者正確？ 

 (A) 屬於感應性損壞     (B) 屬於接觸性損壞  

     

 (C) 係屬撞擊後力量之擴散所引起 (D) 係屬撞擊後力量之傳輸

所引起 

11. 對於交通事故現場進行照相時，依當事人臨近現場方向之視野狀況進行

拍攝，其主要用意何在？ 

 (A) 提供完整跡證情形     (B) 判定有無視野障礙 

     

  (C) 尋找撞擊點之位置 (D) 

了解車行方向路徑 

12. 以向量分析進行肇事重建工作，藉以找出事故發生原因，其主要依據下

列何種理論？ 

(A) 碰撞學原理     (B) 運動學原理 (C) 動量守恆原理 (D) 

能量不滅定律 

13. 在接獲通報抵達現場處理事故時，對於運送危險物品車輛發生之道路交

通事故案件，應最先採下列何步驟？ 

 (A) 通報消防機關到場     (B) 適當管制現場範圍 

     

  (C) 確認危險物品種類 (D) 

通報該管業者到場 

14. 對於交通事故現場測繪的工作中，下列何者錯誤？ 

 (A) 三定點法需要選定 3 個基準點測量    (B) 直角座標法是最被廣泛

使用的測量方法   (C) 

直角座標法須經過 5個步驟的運用 (D) 綜合法是結合直角座標

法與三定點法來測量 

15. 對於交通事故現場跡證測量應注意的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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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測量緣石線時，不可從緣石面或邊斜處的中心點量起      

     

 (B) 測量標線一般從線的邊緣量起，亦可從線的中心量起，但相差不大，

僅需統一作法即可  (C) 柱

子、電線桿等的測量，應從中心點量起，但實際上皆從其兩側量起以達測

量之目的  (D) 測

量標的物時，以其定位點測量之 

16. 對於重大交通事故通報作業規定，各警察機關審核小組於事故發生後，

多久期限內須完成檢附書面報告函送警政署？ 

(A) 10日    (B) 15日 (C) 20日 (D) 30

日  

17. 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警察處理事故之任務？ 

(A) 維持交通秩序    (B) 現場調查蒐證 (C) 肇因分析研判 (D) 

肇事責任鑑定 

18. 對於肇事逃逸案件，當進行車輛轉移痕跡車漆之採證比對工作之前，下

列何者應優先確定？ 

(A) 漆片掉落之位置 (B) 相對應碰撞部位 (C) 撞擊地點 (D) 

碰撞部位 

19. 對於肇事後導致車輛車損之痕跡有必要做進一步查證鑑定時，依規定可

採取下列哪一措施？ 

(A) 代保管其車輛    (B) 拆解所需車體 (C) 扣留其車輛 (D) 

切割須查證之部位 

20. 交通事故發生後，車體的液體散落物，會伴隨著所屬之人體、車輛或容

器繼續運行而沿途滴落，此沿滴(Dribble)的痕跡，主要在顯示何種意義？ 

 (A) 撞擊後煞車痕的走向     (B) 撞擊力量的大小  

     

 (C) 撞擊地點的位置  (D) 撞擊後的運行軌跡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車輛煞車後遺留於地面上之「滑痕」長度，原則上與下列何者有關？ 

 (A) 駕駛人操控之技術   (B) 該車載重之重量 

 (C) 地面對該車車胎之摩擦係數 (D) 行車方向路面之坡度 

 (E) 該車之行駛速度   

22. 交通事故現場對於煞車輪跡的辨別，下列何者正確？ 

 (A) 煞車痕跡係由痕跡開始明顯變黑之處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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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痕跡開

始變寬之處，顯示前後輪由分開而重疊 

 (C) 煞 車 滑 痕 係 僅 融 化 輪 胎 材 質 所 形 成                                  

    (D) 胎紋變化之處，係

因車輛前後輪常使用不同輪胎 

 (E) 兩邊較重而中間較輕之胎痕，係因輪胎過度受負重擠壓所形成 

23. 一般交通事故處理文件檢核時，所需具備之表件，下列何者正確？ 

 (A) 交通事故現場圖    (B) 現場照片 

 (C) 當事人筆錄 (D) 體傷診斷紀錄表 

 (E) 事故調查報告表   

24. 為建立道路交通事故資訊 e 化系統目標，在強化機關內部事故資訊蒐集

與管理運用部份，應包括下列哪些目標？ 

 (A) 文書表報資料多媒體電子化    (B) 現場處理科技化 

 (C) 表報製作智慧化 (D) 事故資訊展示圖文化 

 (E) 案件審核線上化 

25. 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之規定，下列何種情形，屬於重大交通事故？ 

 (A) 死亡人數 3人以上     (B) 死亡與受傷人數在 15 人

以上 

 (C) 導致重要道路交通嚴重受阻者 (D) 重要鐵路平交道之事故 

 (E) 危險物品運送車輛發生追撞之連環事故    

26. 攝影照相是交通事故現場紀錄與蒐證的重要方式之ㄧ，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 現場拍攝宜自內向外進行            

      (B) 對於容易

消失、變化之跡證應優先拍攝 

 (C) 若現場處理急迫，對於能事後補拍攝者，可於事故排除後補拍攝 

      (D) 夜間重大

事故，應於翌日再返回現場實施勘查並拍攝 

 (E) 拍攝時應取之角度、方向、高低，應依拍攝者之認知及所欲達成之

目的作適當之考量   

27. 有關道路交通事故現場跡證之測繪，下列何者正確？ 

 (A) 描繪現場草圖，應注意各測繪對象彼此間之前後關係、上下關係、

大小關係、左右關係     (B) 油漬、血跡等分佈範圍甚

廣時，應選擇密集處之中心點測量定位 

 (C) 對於人的測量，下腹或足部為主要測量點，頭頂為次要測量點 

      (D) 對於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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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車，以前、後輪之輪緣為測量點 

 (E) 煞車痕及輪胎印痕，以痕跡前後兩端之痕寬外緣為測量點   

28. 對於道路交通事故，有關當事人交通違規行為之舉發，下列何者正確？ 

 (A) 其違規行為由審核小組審核後製單舉發          

      (B) 自行為成

立之日起，30日後不得舉發 

 (C) 汽車因肇事原因不明，已送鑑定者，其期間自送鑑定開始之日起算 

     (D) 對於當場需移

置代保管車輛，禁止其行駛者，處理單位應先製單舉發後註記送審核小組 

 (E) 由審核小組將肇因分析與研判結果，通知原處理單位製單舉發   

 

 

29. 對於交通事故現場管制範圍決定之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A) 應絕對保障現場所有人員之安全     (B) 不能影響現場跡證之保

全 

 (C) 盡量維持車輛通行 (D) 應考量該路段視覺障礙

狀況 

 (E) 考量交通事故之嚴重性   

30. 交通事故現場路面分佈之散落物資訊，可有效應用於下列何種作為？ 

 (A) 研判其行駛速度     (B) 研判車輛碰撞過程 

 (C) 研判行車方向 (D) 研判撞擊地點位置 

 (E) 協助肇事逃逸案件之偵查   

31. 有關道路交通事故重大損壞車輛認定等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A) 車輛之前引擎室 4 分之 3 以上凹損，且引擎、變速箱等機件受損    

             (B) 左側或

右側車身凹陷達 30公分以上，車體門柱、底盤等主要結構受損 

 (C) 後行李箱凹損導致底盤、懸吊系統受損       

      (D) 需現場開

具「申請實施交通事故車輛臨時檢驗注意事項」三聯單 

 (E) 審核人員於收案後，應於 3日內完成審核，並於事故發生後 10日內

以「交通事故重大損 

    壞車輛通報單」通報車籍所在地公路監理機關列管    

32. 交通事故發生後，車輛車窗玻璃造成損壞之狀況，下列何者正確？ 

 (A) 強化玻璃常用於前擋風玻璃            

      (B) 膠合玻璃

常用於車後窗及車門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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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膠合玻璃可從其碰撞後分裂的路徑清楚的判別其是否為接觸性損壞

或感應性損壞  (D) 強化玻璃所造成之破

碎散開之情形，很難作為辨別其為接觸性損壞或感應性損壞之依據 

 (E) 對於撞擊而形成蜘蛛網狀或輻射狀或破洞者，皆有可能是接觸性損

壞所引起    

33. 發生碰撞事故後，下列何者為交通事故現場動態之路面跡證？ 

 (A) 車輛的落土    (B) 輪胎印痕 

 (C) 人體之斷肢 (D) 障礙物 

 (E) 交通號誌   

34. 有關交通事故現場撞擊滑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可用來研判撞擊前行車速度    (B) 與事故之發生有絕對相

關 

 (C) 可顯示出車輛碰撞時之所在位置 (D) 可作為研判撞擊地點之

參考 

 (E) 可從外觀上的變異情形來研判車體在碰撞過程的運行特性   

35. 交通事故現場勘查偏向拖痕跡證時，下列何者正確？ 

 (A) 在繪製現場圖時，最好能簡略表示出其線紋方向與角度，以別於一

般滑痕        (B) 偏向拖痕多係

車輛高速轉彎行駛時所造成 

 (C) 車輛在行駛中也會因受側向撞擊而產生偏向拖痕    

      (D) 應特別留

意其拖痕之起訖點、彎曲度、寬度之變化情形與條紋方向的改變地點 

 (E) 一般而言，車輛轉彎行駛時所產生之偏向拖痕長度，會比因受側向

撞擊而產生者為短   

36. 對於交通事故現場肇事車輛之終止位置係在車道上時，其前輪之轉向情

形，可提供下列哪些訊息？ 

 (A) 可用以研判是否有跨越車道之行為   (B) 可用以研判是否有侵入

對向車道之行為 

 (C) 可用以研判駕駛人肇事前的閃避動作 (D) 可用以研判是否有受障

礙物影響之行為 

 (E) 可用以研判是否有超速違規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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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對於交通事故現場測繪時之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A) 應列入的測繪對象，一般包括人、車、路、痕跡及其他等五大類    

     (B) 對於處理員警

抵達現場前已遭移動之人、車等，移動之人、車不須測繪 

 (C) 現場測繪應符合「完整」之處理原則，因此，可在勘查之同時先行

繪製現場圖   (D) 當場繪製之現場草

圖，應由當事人或在場人認定簽證，不得任意塗改 

 (E) 以現場草圖提供當事人簽認者，應併正式現場圖附卷陳報 

38. 對於機車肇事案件中，欲瞭解機車倒地時之車速，則應調查下列哪些事

證？ 

 (A) 撞擊之車道    (B) 重力加速度 

 (C) 機車終止之位置 (D) 機車刮地痕長度 

 (E) 機車刮地部位之材質   

39. 下列何者將有助於確認交通事故「駕駛人」事證之調查工作？ 

 (A) 拍攝傷者體傷部位與傷勢  

 (B) 蒐集駕駛座煞車踏板部位之踏板模痕與鞋底印痕 

 (C) 採集方向盤上之指紋  

 (D) 查訪目擊證人 

 (E) 詢問肇事者當時之交通狀況與駕駛碰撞過程   

40. 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時，欲對駕駛人實施酒精濃度檢測，於操作酒精測定

器時，下列何者正確？ 

 (A) 檢測前應先檢查儀器檢定合格標章是否逾期，檢驗合格證書(影本)

是否隨機攜帶     (B) 實施檢測時，宜於事故現

場為之，可不用全程錄音錄影 

 (C) 對於駕駛人拒絕接受檢測時，逕行開具違規告發單舉發，並依規定

代保管其車輛  (D) 酒精測定器每半年須

送檢驗 1次或使用 1000次後必須送廠商校正及檢定，以符規定 

 (E) 對於肇事駕駛人呼氣酒精濃度值，經檢測出現明顯異常時，帶班人

員可指揮改用其他酒精 

    檢測器再實施第 2次檢測，必要時應檢附原異常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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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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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有關文書送達之程序，依下列何者之規定? 

 (A) 刑事訴訟法     (B) 行政訴訟法 (C) 行政罰法 (D) 行

政程序法     

2.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未滿     之人違反本條例之規定，

處罰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A) 十二歲     (B) 十四歲 (C) 十六歲 (D) 十

八歲 

3. 道路交通違規行為須責令定期改正或補辦手續者，除依規定應請領臨時

通行證外，警察於填製通知單時，依其實際所需時間記明「限於○月○

日○時前辦理」等字樣，其期間得酌定於幾日以內為之？ 

 (A) 四日     (B) 七日 (C) 十日 (D) 

十五日         

4. 依規定，「警察填製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應距舉

發日十五日。」若受處分人非該當場被查獲之駕駛人，則其應到案之日

期距舉發日為： 

 (A) 十五日    (B) 二十日 (C) 二十五日 (D) 

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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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勤務警察須對違規車輛執行暫代保管汽車號牌時，應於通知單之代

保管物件欄記明下列何事項? 

 (A) 限當日駛回    (B) 限二日內駛回 (C) 限三日內駛回 (D) 限

四日內駛回 

6. 警察舉發汽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時，若駕駛人無照駕駛且酒精濃度

超過規定標準者，則應移送哪一管轄機關處罰？ 

(A) 駕籍地    (B) 戶籍地 (C) 行為地 (D) 

車籍地 

7. 汽車所有人，明知駕駛人有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之情形，而不予禁止

其駕駛者，應如何處罰？  

 (A) 罰鍰，並記違規紀錄一次    (B) 罰鍰，並接受安全講習 

     (C) 

罰鍰，並吊扣該汽車牌照三個月 (D) 與汽車駕駛人之處罰相

同 

8.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在最近 20年內，至少歷經 4次大修法，於嚴正執

法後，每年死於「機動車交通事故」之人數已於民國幾年降至歷史新低？ 

(A) 98年    (B) 96年 (C) 91年 (D) 86

年 

9. 承接上題，該年死亡人數降至歷史新低最主要的原因，下列何者正確? 

 (A) 政府加強取締 12項惡性違規     (B) 政府嚴懲 6項惡性違規 

     (C) 

修法加重處罰  (D) 修法與執法配合得當 

10. 於民國 86~91年間，每年死於「機動車交通事故」之人數原本一路下降，

但於民國 92年因發生駕駛人駕車衝撞交通部、基隆交通警察隊之事件，

而造成該年「機動車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略有回升，93年又再回升約 350

人。從該回升事件中，意涵著交通稽查取締除了為維護交通安全之外，

最應兼顧下列哪一事項? 

(A) 交通秩序    (B) 交通便利 (C) 交通人權 (D) 

交通經濟 

11. 計程車駕駛人，不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即行執業，經處罰後仍不辦理者，

應如何處罰？ 

 (A) 罰鍰加倍      (B) 吊扣其駕駛執照  

     

 (C) 吊銷其駕駛執照  (D) 不得再行辦理執業登記 

12. 汽車 在未劃設車道線、行車分向線，而且無速限標誌或標線之道路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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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最高時速限制，下列何者正確? 

(A) 二十公里    (B) 三十公里 (C) 四十公里 (D) 

五十公里 

13.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

下列處罰何者正確？ 

 (A) 吊扣其駕駛執照三個月     (B) 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個月 

     

 (C) 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個月 (D) 記違規點數三點 

14. 依法律規定，「汽車駕駛人在幾個月內，違規記點共達幾點以上者，吊

扣駕駛執照」？ 

(A) 三個月，三點    (B) 三個月，六點 (C) 六個月，六點 (D) 

六個月，三點 

15. 交通勤務警察攔檢車輛後，發現未領有駕駛執照者駕駛汽車時，除填製

違規通知單外，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A) 當場禁止其行駛     (B) 當場暫代保管其車輛 

     

 (C) 當場暫代保管其車輛牌照 (D) 同時舉發隨車同行之汽

車所有人 

16. 負責修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之機關為： 

(A) 交通部    (B) 內政部 (C) 法務部 (D) 

行政院衛生署  

17. 汽車駕駛人酒駕肇事致人死亡，經終身吊銷駕駛執照者，依規定，經符

合特定條件，於該處分執行已逾幾年後，得重新申請考領駕駛執照？ 

(A) 14年    (B) 12年 (C) 10年 (D) 8

年 

18. 汽車駕駛人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合格後，新領駕

駛執照之有效期間為： 

(A) 6年    (B) 3年 (C) 2年 (D) 1

年 

19. 四輪以上汽車行駛高速公路時，有關其輪胎使用規範之敘述，下列何者

正確？ 

 (A) 胎紋深度不得低於 1.6公釐     (B) 胎紋深度不得低於 1.8

公釐    

  (C) 聯結車不得使用翻修輪胎 (D) 

大型車非轉向軸車輪，得使用翻修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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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時，下列何者是合乎規範之行為？ 

 (A) 行駛途中突然缺水       

     

 (B) 隧道內因壅塞停止時，仍保持 20公尺以上之安全距離  

     

 (C) 故障車輛停放外側路肩達三小時   

     

 (D) 車輛停放服務區達五小時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有關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修正，下列何者正確？ 

 (A) 立法院通過   (B) 立法院公布 

 (C) 行政院訂定施行日期 (D) 交通部負責執行 

 (E) 最近之修正日期為 100年 11月 23日   

 

 

22.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立法目的為何？ 

 (A) 維護交通秩序    (B) 確保交通安全 

 (C) 加強道路交通管理與處罰           (D) 執行交通處罰 

 (E) 促進交通人權 

23. 車輛於道路中行駛，下列何者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所指稱之「車

輛」？ 

 (A) 農耕機    (B) 機器腳踏車 

 (C) 起重吊車 (D) 自行車 

 (E) 馬車   

24.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下列何種機關或人員於必要時，得發

布交通管制命令，禁止或限制車輛、行人通行？ 

 (A) 公路機關    (B) 警察機關 

 (C) 交通機關 (D) 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 

 (E) 執行交通勤務之交通助理人員 

25.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之違規行為，得

不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而逕行舉發者，下列何者屬之？ 

 (A) 闖紅燈     (B) 搶越行人穿越道 

 (C) 闖平交道 (D) 不服指揮稽查 

 (E) 蛇行、危險方式駕車   

26. 道路交通違規行為由警察機關負責處罰者，下列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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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動力機械行駛違規     (B) 計程車行駛違規 

 (C) 慢車行駛違規                     (D) 行人違規 

 (E) 形成道路障礙者   

27. 未滿十八歲之人，駕駛機車於道路上蛇行，其處罰之規定，下列何者正

確？ 

 (A) 吊扣該機車牌照           

       (B) 吊銷該

機車牌照 

 (C) 吊銷其駕駛執照                           

      (D) 公布其法

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姓名 

(E) 其與法定代理人應同時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28. 警察於舉發汽車使用吊銷之牌照行駛時，除應填製通知單外，並應採取

下列哪些作為？ 

 (A) 告知其違規行為及違反之法規     (B) 禁止其駕駛 

 (C) 當場暫代保管其車輛牌照 (D) 當場移置保管其車輛 

 (E) 當場暫代保管其駕駛執照   

29. 汽車駕駛人之道路交通違規行為，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或發生交

通事故，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得對其施以勸

導，免予舉發，下列何者正確？ 

 (A) 行近鐵路平交道，時速二十公里者           

      (B) 深夜時段

(零至六時）併排停車者 

 (C) 因客觀具體事實，出於不得已之行為        

      (D) 因交通管制

設施設置不明確而違反指示者 

 (E) 在速限變換路段，因無法即時變換而超速者   

30. 承接上題，當場執行勸導時，依規定之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A) 告知其違規事實     (B) 訓導其法令規定 

 (C) 訓導其正確之駕駛方法 (D) 勸告其避免再次違反 

 (E) 作成書面紀錄，且可不請其簽名   

 

31. 警察發現汽車裝載貨物行駛，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A) 距現點 2公里處有過磅站者，得強制其過磅         

      (B) 駕駛人棄車

逃逸者，得逕行強制其過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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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若超重 12%，應責令當場卸貨分裝        

      (D) 若 超 重

15%且逾二小時未改正者，得連續舉發 

 (E) 超重 20%者，當場禁止其駕駛   

32. 下列何種道路交通違規行為，得連續逕行舉發？ 

 (A) 路段超速，其違規時間相距五分鐘者 (B) 隧道內超速，其違規地點

相距一公里者 

 (C) 超速，行駛經過一個路口以上者 (D) 違規停車，每逾三小時者 

 (E) 違規停車，不遵責令改正者   

33.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受處分人不服處罰機關裁決者，其救濟

程序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 接到裁決書之翌日起二十日內提出聲明異議        

       (B) 向管轄

地方法院交通法庭聲明異議 

 (C) 不服裁定者，受處分人得為抗告        

      (D) 逕向管轄之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 

 (E) 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34. 交通勤務警察於舉發交通違規行為時，應當場暫代保管其駕駛執照者，

下列何者正確？ 

 (A) 職業汽車駕駛人逾期審驗一年以上           

      (B) 駕照吊扣

期間駕車，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C) 駕駛汽車於道路上蛇行        

      (D) 駕駛汽車肇

事致人受傷 

 (E) 駕車逃避國道收費站之繳費，致收費人員受傷    

35. 民眾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警察機關不予舉發者，下列何者正確？ 

 (A) 行為無繼續之狀態，自行為成立之日起，剛逾三個月      

       (B) 行為有

連續之狀態，自行為終了之日起，剛逾二個月 

 (C) 肇事致人受傷案件，自肇事責任鑑定終結之日起，未逾二個月 

      (D) 同一違規行

為再重複檢舉者 

 (E) 匿名檢舉，但檢舉事實具體明確者   

36. 交通勤務警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後，有關該舉發事件相關文書



道路交通法規7  

「移送期間」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舉發單位應於舉發翌日前，將該文書送該管機關       

      (B) 屬當場舉發

之文書，於舉發之日起七日內移送處罰機關 

 (C) 屬逕行舉發之文書，自違反行為日起三十日內移送處罰機關  

      (D) 屬逕行舉發

之文書，自舉發之日起二十日內移送處罰機關 

 (E) 屬逕行舉發之文書，如有查證必要者，得延長移送處罰機關之期間，

但不得逾一個月   

37. 汽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法規後，下列何者是法定中其為有利於自己而

可採行之作為？ 

 (A) 當場向警察陳述理由，表示異議     (B) 向警察機關抗告 

 (C) 裁決前向處罰機關陳述 (D) 申請分期繳納罰鍰 

 (E) 自動繳納罰鍰 

 

 

 

 

 

38. 下列何者為未依法令規定裝設或使用行車紀錄器之行為？ 

 (A) 總重量在 20公噸以上之新登檢領照汽車，未裝設行車紀錄器    

     (B) 自民國 90 年 1

月 1日起新登檢領照之 8公噸以上未滿 20公噸汽車，未裝設行車紀錄器 

 (C) 自民國 97年 1月 1日起新登檢領照之八公噸以下大客車，未裝設行

車紀錄器   (D) 應裝設行車紀錄器

之車輛，重複使用致無法正確記錄汽車瞬間行駛速率及行車時間者 

 (E) 應裝設行車紀錄器之車輛，未依規定保存行車紀錄卡者   

39. 關於汽車駕駛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以下簡稱講習）之敘述，下列

何者正確？ 

 (A) 講習未涉及憲法之基本人權        

      (B) 講習之要

件，目前以法律明確定之 

 (C) 講習之時數，目前以法律明確定之        

      (D) 駕車強行闖

越平交道者，應接受講習 

 (E) 將六歲以下之兒童，單獨留置於車內者，施以二小時之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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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大法官釋字第 699 號，甫於民國 101年 5月 18日公布，其內容是關於

「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者，吊銷其駕照、禁其三年內考領駕照，並吊銷

所持各級車類駕照之規定，違憲否？」之解釋；關於該號解釋內容，下

列何者正確？ 

 (A) 上開規定與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有所牴觸         

      (B) 上開規定與

憲法保障人民行動自由之意旨有違 

 (C) 上開規定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有違      

      (D) 上開規定立

法機關有檢討修正之需要 

 (E) 有關酒後駕車之檢測方式、檢測程序等事項，宜以法律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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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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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現場死亡原因之調查，在法律及實務上稱為： 

 (A) 勘驗    (B) 履勘 (C) 相驗 (D) 

鑑驗 

2. 司法警察對於羈押之被告經報請檢察官核准帶同被告外出繼續追查贓

證，應於何時解交檢察官? 

 (A) 當日下午九時   (B) 當日下午十一時 (C) 當日下午十二時 (D) 

翌日上午八時 

3. 新發現之嚴重犯罪手法，必須迅速偵破，予以遏止之案件。依警察偵查

犯罪手冊列為： 

 (A) 重大刑案     (B) 特殊刑案 (C) 普通刑案 (D) 

管制刑案 

4. 現場若發現有潛伏指紋的可能，且均能以氣態、液態、固態等三種方法

予以顯現，為免跡證受到破壞，則採取的先後次序最佳者為： 

 (A) 氣態、液態、固態   (B) 液態、固態、氣態  

     

 (C) 氣態、固態、液態 (D) 固態、液態、氣態 

5. 密閉車庫內因吸進汽車廢氣造成休克死亡的屍體，屍斑通常所呈顏色為： 

(A) 暗黑色   (B) 蒼白色 (C) 青藍色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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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紅色  

6. 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應為： 

 (A) 告發   (B) 告訴 (C) 自白 (D) 

自首 

7.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七歲以上未滿十二歲之人，有觸犯刑罰法令之行為者不能移送少年

法庭     

 (B) 少年觸犯刑罰法令，犯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應以

裁定移送檢察署檢察官  

(C) 少年法院於必要時，得以裁定命收容於少年觀護所，但以能責付而

需收容者為限       (D) 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得

隨時選任少年之輔佐人，且應以律師為限   

8. 破獲重大刑案，應立即通報刑事警察局哪一單位? 

 (A) 刑案偵破指揮中心   (B) 刑案偵防指揮中心   

 (C) 刑案偵查指揮中心                  (D) 刑案調查指揮中心  

   

9. 一六五專線係處理下列何類專門事項? 

 (A) 詐騙事件      (B) 通訊監察事件 

 (C) 婦幼家暴事件  (D) 交通路況事件 

 

 

10. 撤回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公訴僅檢察官可以撤回且應以原起訴之檢察官為限     

 (B) 非告訴乃論之罪，有告訴權者，無論有無實施告訴均可撤回 

 (C) 檢察官可代自訴人撤回告訴 

 (D) 無論公訴、自訴、告訴均需在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方得為之 

11. 若包圍逮捕以持有槍械、挾持人質、危險性高之歹徒為對象，執行時應

依據警察機關何項規範? 

 (A) 執行圍捕任務規範 (B) 執行逮捕任務規範 

 (C) 執行圍勦任務規範 (D) 執行維安任務規範 

12. 監獄行刑法在刑事法上屬於： 

 (A) 刑事實體法 (B) 刑事訴訟法 (C) 刑事執行法 (D) 

刑事鑑識法 

13. 我國十指紋卡片捺印，有關三面印分上下二列之捺印方式，下列何者正



犯罪偵查學3  

確? 

 (A) 上一列為左手，由左拇指開始至左小指結束 

 (B) 上一列為右手，由右拇指開始至右小指結束 

 (C) 下一列為左手，由左小指開始至左拇指結束 

 (D) 下一列為右手，由右小指開始至右拇指結束 

14. 犯罪現場若發現屍體上有蛆蟲，則較能顯現死亡的何種訊息? 

 (A) 自殺 (B) 他殺 (C) 死亡時間 (D) 

死亡地點 

15. 槍擊現場若發現槍枝需作下列採處：○1 採取槍上指紋 ○2 採取槍上血跡 

○3 卸下槍內子彈 ○4 槍枝送檢驗。最佳的處理次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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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4  

16. 有關現場測繪：○1 現場之位置 ○2 現場全面景象 ○3 現場主要跡證之相關

位置。則通常測繪之次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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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3  

17. 受理報案發現刑案未報，破案始報，若發、破期間相隔四十八小時以上

者為： 

 (A) 虛報 (B) 匿報 (C) 延報 (D) 

遲報 

18. 屍體腐敗除屍體本身的內在條件外，最重要的腐敗因素為何? 

 (A) 溫度、水分、陽光三者 (B) 空氣、水分、陽光三者 

 (C) 空氣、水分、溫度三者 (D) 空氣、溫度、陽光三者 

19. 彈頭的來復線痕跡係屬於： 

 (A) 內彈道的範疇 (B) 外彈道的範疇 (C) 終極彈道的範疇 (D) 

運動彈道的範疇 

20. 安非他命之作用方式可分為：○1 口服 ○2 塗抹 ○3 注射 ○4 鼻吸。則依作用

方式之毒力由弱而強排列次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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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1 ○3  

二、多重選擇題： (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恐嚇取財案件由何警察機關偵辦？  

 (A) 竊車恐嚇取財由車輛失竊地之警察機關偵辦    

 (B) 竊車恐嚇取財由車輛失竊之車主居住地之警察機關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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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網鴿恐嚇取財由被害人居住地之警察機關偵辦  

 (D) 網鴿恐嚇取財由被害人飼養鴿子之所在地警察機關偵辦 

 (E) 其他恐嚇取財案件以發生地之警察機關偵辦   

 

 

 

22. 甲毀損乙之汽車後，乙將該汽車賣給丙。下列何者正確？ 

 (A) 丙可以被害人資格對甲提出毀損罪之告訴     

 (B) 乙不可以被害人資格對甲提出毀損罪之告訴  

 (C) 丙可以被害人資格對乙提出毀損罪之告訴    

 (D) 乙之配偶可對甲提出毀損罪之告訴 

 (E) 丙之配偶可對甲提出毀損罪之告訴   

23. 下列何項情形應移送司法機關追訴審判? 

 (A) 士兵犯罪在任職服役前，發覺在任職服役中者    

 (B) 軍事犯受處徒刑在執行中脫逃者 

 (C) 士兵喪失現役軍人身分，其喪失軍人身分後發覺之犯罪  

 (D) 軍事犯受保安處分在執行中脫逃者 

 (E) 軍事犯受感訓處分在執行中脫逃者 

24. 有關執行拘提時，拘票之交付情形何者正確? 

 (A) 一聯交被拘提人，另一聯交其家屬   

 (B) 一聯交其家屬，另一聯於執行完畢後繳交檢察官或法官  

 (C) 一聯交其家屬，另一聯於執行完畢後由執行人繳交司法警察官留存 

 (D) 一聯交被拘提人，另一聯於執行完畢後繳交檢察官或法官  

 (E) 一聯交被拘提人，另一聯於執行完畢後由執行人繳交司法警察官留

存   

25. 下列何種情形於情況急迫下，不及報告檢察官，得逕行拘提? 

 (A) 所犯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

有逃亡之虞者    (B) 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

重大，經盤查而逃逸者 

 (C) 在執行中脫逃者                                  

 (D) 在押中脫逃者 

 (E) 因現行犯之供述而無事實足認為有共犯嫌疑重大者   

26. 下列何者係屬要式強制處分? 

 (A) 附帶搜索     (B) 同意搜索  

 (C) 口頭提出命令 (D) 通緝 

 (E) 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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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通緝犯與現行犯逮捕後，應如何處理? 

 (A) 無偵查權限者，應將被逮捕者立即送交有偵查權限之人      

 (B) 有偵查權限者，應分別情形將被逮捕者解送檢察官或法院 

 (C) 有羈押之必要，自拘提時起四十八小時內聲請法院羈押 

 (D) 有羈押之必要，雖未經聲請法院羈押，檢察官仍無須將其釋放 

 (E) 無聲請羈押之必要，但不能具保而有必要情形，仍得聲請法院羈押

之   

28. 有關證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公眾週知之事實需舉證      

 (B) 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毋庸舉證   

 (C) 事實為其職務上所已知者，需舉證  

 (D)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 

 (E) 毋庸舉證之事實，法院即不應再予當事人就其事實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  

 

 

 

 

  

29. 偵查中之辯護人選任與相關敘述，請選出正確者： 

 (A) 非律師而具有法律素養之專業人士，亦得選任之      

 (B) 每一位犯罪嫌疑人得選任之辯護人人數應以三人內為限   

 (C) 辯護人得接見羈押之被告，非有事證足認其必要性外，不得互通書

信  

 (D) 檢察官發交繼續追查贓證，被告雖已委任辯護人，若非情況需要，

則毋須通知其辯護人 

 (E) 辯護人請求調查證據，應附記於該案犯罪嫌疑人之詢問筆錄，但其

意見陳述則不包括之 

30. 廣義的指紋有稱糙紋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有止滑作用     (B) 不長毛髮  

 (C) 無汗腺 (D) 僅包含掌紋及足趾紋 

 (E) 無紋型   

31. 使用測謊儀實施檢測，若受測者說謊，則常見的圖譜反應為何? 

 (A) 呼吸急促     (B) 皮膚電阻增高  

 (C) 心跳加快 (D) 血壓升高 

 (E) 瞳孔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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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有關電腦犯罪案件電腦鑑識之注意事項，包含下列哪

些? 

 (A) 重大特殊案件之電腦經加密無法解讀，得將證物送刑事警察局科技

犯罪中心鑑識解析    (B) 電腦鑑識時應於備份資

料執行破壞性鑑識，必要時得於原始資料鑑識解析  

 (C) 電腦資料檔案被隱藏應還原隱藏電腦資料檔案  

 (D) 電腦資料檔案被設定密碼應將所設定之密碼解密  

 (E) 鑑識前應先將重要資料備份以完整保存證據   

33. 有關毒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必須為有機物或無機物     

 (B) 必須產生物理作用  

 (C) 對人體臟器功能只能產生永久性障害無法復原  

 (D) 任何毒物均為特異性 

 (E) 蛇的毒液為礦物毒   

34. 身體「創」與「傷」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受傷的皮膚無斷離現象     (B) 創具有橋狀組織且均由

銳器所造成  

 (C) 開水燙傷能造成碳化現象 (D) 縊死者的索溝係屬傷的

狀況 

 (E) 受傷的部位顏色會產生變化   

35. 有關涉外案件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享有外交豁免權之國際機構人員，其家屬涉有犯罪嫌疑者不得進行

訊問      

 (B) 享有外交豁免權之國際機構人員如係我國籍之受雇職員者，依一般

法定程序處理  

 (C) 依法逮捕之ㄧ般外國人，於逮捕時若當事人明示反對通知其本國駐

華領事館者，亦應及時 

通知之  

 (D) 享有外交豁免權之國際機構人員之住宅如認為有必要進入者，經當

事人同意便得進入 

 (E) 享有外交豁免權之使領館人員其家屬涉有犯罪嫌疑者，如對其身分

無法確定可逕向外交部外交司特權科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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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刑案紀錄與資料運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機關接到不起訴處分書，應檢送被告之居住地警察機關辦理註

記      

 (B) 偵辦刑案應盡量運用警察電腦之各種資訊記錄資料，必要時得向刑

事警察局資料科查詢進   一步之詳細資料  

 (C) 犯罪嫌疑人移送法辦者，移送單位於移送翌日起 2 日內，將該移送

書電子檔上傳刑事警察 局  

 (D) 犯罪嫌疑人移送法辦者，將原附隨移送書副本之指紋卡，由各單位

承辦人彙整後按頁建立清冊建檔即可 

 (E) 刑案紀錄表應於受理刑案破獲移送之時起 48小時內填報  

37. 有關刑案之督導考核管理，下列何者正確? 

 (A) 普通及重大刑案，由該管警察局列管督導考核支援偵破     

 (B) 嫌犯全部緝獲，贓、證物齊全者，該刑事案件撤銷管制  

 (C) 緝獲主嫌犯 1 人以上並追回部份證物，經查證據確鑿，全案移送法

辦者撤銷管制  

 (D) 緝獲全部或部分嫌犯，而贓物無法追回，但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其

犯罪事實，並經查證據 

確鑿，全案移送法辦則撤銷管制 

 (E) 對列管案件自發生後逾一星期未能偵破者，應擬定偵查計劃積極部

署偵辦，並填報未破重 

大刑案偵查報告表送刑事警察局建檔  

38.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當事人得申請調查證據，並於調查時詢問證人  

 (B) 代理人得申請調查證據，並於調查時詢問鑑定人  

 (C) 辯護人得申請調查證據，並於調查時詢問被告  

 (D)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不負舉證責任 

 (E) 證人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除以實際經驗為基礎外不得作為證據

   

39. 犯罪現象中有所謂簽名特徵，其特性為何? 

 (A) 其成因純為心理上的特質     (B) 在整個過程中可能是多

餘的  

 (C) 簽名特徵為男性所專有 (D) 犯罪人的簽名特徵固定

而不會改變 

 (E) 所討論的對象為犯罪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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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有關管制藥品管理條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牙醫師使用第一、二級管制藥品應開立管制藥品專用處分箋；使用

第三級管制藥品則不必 

開立      

 (B) 第一、二級管制藥品之輸入輸出應由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之製藥工廠為之  

 (C) 影響精神藥品非屬管制藥品  

 (D) 藥劑生得調劑之管制藥品包含麻醉藥品  

 (E) 第一、二級管制藥品專用處分箋以調劑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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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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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滴 50 μl的血液以相同的高度與速度垂直掉落於下列四種桌面，請問哪

一種桌面所產生的血跡外形會最圓，且周緣濺散的小血點最少？ 

 (A) 木質桌面 (B) 紙質桌面   (C) 絲質(蠶絲)桌面  (D) 

玻璃桌面 

2. PCR 是現代 DNA 鑑定常使用的方法，PCR 反應包含三步驟：引子黏

合(annealing) 解鍊(denaturation) 延伸(extension)。PCR正確的反應次

序與其適當的溫度分別應為下列何者？ 

(A) ：94℃、55℃、72℃   (B) ：94℃、55℃、72℃ 

(C) ：94℃、72℃、55℃   (D) ：94℃、72℃、55℃ 

3. 關於槍管內膛面用以比對之來復線紋痕(rifling mark)，請選出正確的敘

述：  

 (A) 該紋痕普遍存在於所有槍枝     

(B) 通常僅能夠根據此紋痕以判定擊發槍枝之種類型號  

(C) 儘管子彈連續擊發，該紋痕也不至於改變  

(D) 該特徵痕跡主要是源自於鉋鑽器與槍管之作用 

4. 用於比對之標準書寫字跡的蒐集，下列何者不恰當？ 

 (A) 數量方面，平日的字跡應儘可能多一點    

(B) 材料方面，應儘可能使用相同類別的書寫工具與紙張  

(C) 時間方面，系爭字跡發生時間點之前後間距範圍應儘量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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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方法方面，也可以用聽寫的方式要求執筆涉嫌人寫出指定內容 

5. 物證之檢驗包含了如下階段：鑑別(identification) 詮釋(interpretation) 

現場重建(crime scene reconstruction) 個化(individualization) 辨識

(recognition) 解決犯罪(solution of crime)。其正確的步驟順序應為： 

(A)    (B)  

(C)    (D)  

6. 對於不規則物面(例如細皮革、粗塑膠)之潛伏指紋的顯現，下列何種方

法最適宜？ 

 (A) 龍膽紫法(crystal violet)  

(B) 磁性粉末法(magnetic-sensitive powder)  

(C) 碘燻法(iodine fuming)  

 (D) 硝酸銀法(silver nitrate)  

 

 

7. 跡證毛髮與已知毛髮之顯微鏡比對結果為：特徵非常相似，且兩者之間

並未存在無從解釋之差異。據此，鑑定報告應如何下結論？ 

 (A) 跡證毛髮與已知毛髮同一來源之機率可能性約為 95％ 

(B) 跡證毛髮與已知毛髮必定是相同來源   

(C) 跡證毛髮與已知毛髮可能是相同來源  

(D) 不能據此下結論 

8. DNA 結構為雙股螺旋，若一股的序列為 5'-ACTGATG-3'，請選出正確的

互補股序列：  

 (A) TGACTAC   (B) CATCAGT  

(C) UGACUAC (D) ACTGATG  

9. 除了 ABO血型外，尚有諸多其它的血液系統型。下列何者非屬血液型？ 

 (A) Lewis  (B) Rh 

 (C) MN (D) PSA  

10. 有關縱火現場之狀態與勘查的敘述，請選出錯誤者： 

 (A) 初期起火燃燒物質之類別可從火焰與煙的顏色研判之   

      (B) “V”型燃燒

型態主要是出現在木質地板 

 (C) 池塘狀之燃燒特徵型態主要是因為液態縱火劑之流竄滲透所造成

       (D) 鬼狀特

徵型態痕跡主要是出現在塑膠地板 

11. 生物跡證送驗後之 STR DNA鑑定圖譜可以明確獲得哪一項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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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鑑別力(power of discrimination)數值 (B) 跡證之 DNA含量 

 (C) 男女性別 (D) 血型之型別   

12. 一束光線穿越某一片玻璃的速度為 2×10
8公尺/秒，請問該片玻璃的折射

率值(refractive index, RI)是多少？ 

 (A) 1.5 (B) 2×10
8
 

 (C) 0.67 (D) 1  

13. 根據人口指紋資料統計，下列哪一種指紋類型之頻率數值最高？  

(A) 弧型紋(arch) (B) 箕型紋(loop) 

(C) 斗型紋(whorl) (D) 三種類型約略相等 

14. 下列哪一種儀器是以電子束轟擊檢體成分，使其呈現離子化狀態以作為

分析？ 

 (A)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canning electron spectrometry)    

      (B) 質 譜 儀

(Mass spectrometry) 

 (C) 紅外線吸收光譜儀(Infrared spectrophotometry)    

      (D) 微

波光譜儀(Microwave spectrometry)  

15. 複式顯微鏡(compound microscope)某個物鏡的 NA值為 0.4，請問其最高

之有效放大倍率是多少？ 

 (A) 100倍 (B) 1000倍 

 (C) 40倍 (D) 400倍 

16. 吸收光譜儀之儀器組件包含如下：樣品槽(sample compartment) 波長

選擇器(monochromator) 光源(light source) 偵測器(detector) 訊號處

理器與讀出(display) 。組件的正確次序應為下列何者？ 

 (A)  (B)      (C)       (D) 

 

 

 

 

 

17. 使用初期有欣快感，劑量增加會引起懶散、意識混亂、無方向感、時空

扭曲、動作協調差、記憶、思考、注意力、判斷力下降，此毒害現象稱

之為「動機缺乏症候群 」。下列何種藥物之使用會導致該症狀？ 

 (A) PMMA(一種安非他命類藥物)    (B) Marijuana(大麻) 

 (C) PCP(天使塵) (D) LSD(搖腳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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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關 DNA 特性如下：①源自同一人之所有細胞的 DNA 都是一樣的 ②

所有的人之 STR DNA 型別在一出生後即已決定  ③人類與靈長類

(primate，例如大猩猩)之間的 DNA 序列相似性很高④粒線體 DNA 主要

是比對長度多型。以上正確的敘述共有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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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下列哪一個儀器或分析方法對於檢體的鑑識最具個化之區辨效果？ 

 (A) 光譜分析(Spectrophotometry)      

(B) 核磁共振光譜分析(NMR)  

 (C) 氣相層析質譜分析法(GC-MS)  

(D) 免疫學反應法(Immunological test) 

20. 下列哪一種指紋紋形不是歸屬於斗型類(whorl pattern)？ 

 (A) 帳形紋(tented arch) (B) 囊形紋(central pocket) 

      (C) 雙箕形紋

(double loop)   (D) 雜形紋(accidental)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有關現場證物之採證分析或證物應用的觀念，下列何者正確? 

 (A) 指紋證物已逐漸失去偵查價值，因為犯罪人都知道要戴手套，以防

被查緝     

(B) 現今，衣物織布以機器大量產製之結果，逐漸降低了纖維在鑑識上

的效果 

 (C) 絕大部份的證物經分析後通常僅具有類化效果 

(D) 現場血跡會受到血跡狀態之影響，因此並非都可以使用抗血清試劑

於顯微鏡下觀察凝集反 

    應藉以得知血液型別 

 (E) 竊盜現場破窗玻璃必須採證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避免現場勘查人

員不慎割傷而遭致感染 

22. 有關纖維證物之概念，請選出正確者： 

 (A) 現今的衣服織布之組成主要是人造纖維，而非天然纖維     

(B) 一般而言，纖維之個化確認結論，很難獲得 

 (C) 椅套纖維與毛髮黏附於兇嫌衣服，此情形稱之為二次移轉(secondary 

transfer)  

(D) 纖維屬於化學微方法(micromethods)檢測之跡證類別，在應用方面通

常不適用於現場重建 

 (E) 合成纖維之主要成分是無機物質   

23. 下列哪些是 PCR反應所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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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NA聚合酶(DNA polymerase)    (B) DNA模板(DNA template)  

 (C) 內限制酶(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D) 含離子成分之緩衝液

(buffer) 

 (E) dNTPs 

24. 人類毛髮之顯微鏡檢查所能獲得的訊息，請選出正確者： 

 (A) 年齡：成年人或老年人     (B) 性別：男性或女性 

 (C) 種族：歐美或東方民族 (D) 身體部位：頭髮或體毛 

 (E) 顏色：自然髮色或染髮  

25. 刑事 DNA的基礎概念，請選出錯誤者： 

 (A) 「DNA」是一般俗稱，而「基因」則為學界用語，兩者意義其實相

同      

(B) 遺傳訊息是蘊含紀錄於 DNA序列 

 (C) 人類細胞核 DNA至今僅長度多型(例如 STR)具有人別區辨效果 

 (D) 刑事 DNA鑑定目的之一為 DNA突變檢測 

 (E) 人與人之間的 DNA序列差異很大，其乃人別各異之現象   

26. 下列有關濫用藥物之劑類與我國管制毒品之級別，請選出正確者： 

 (A) MDMA是鎮靜劑類，第二級  (B) K他命是興奮劑類，第三

級  

 (C) 海洛因(heroin)是幻覺劑類，第一級  (D) 鴉片是麻醉劑類，第二

級  

 (E) 甲基安非他命是興奮劑類，第二級    

27. 證物除了鑑識分析之外，其它的狀況或處理亦將影響該證物之最終價

值。請依據學理的正確性(非依據實務現況)選出對的敘述： 

 (A) 現場中存有眾多且大量之相同類別證物檢體情況下，所有檢體都應

逐一送驗，不可漏掉 (B) 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將證

物分析畢，並提出鑑定報告，則被指控人得以無罪推定而釋放 

 (C) 專家證言(expert testimony)之選任係以特定領域有專業知識與技

能，並領有證照即可，並  

    不一定要有博士學位  

(D) 若未實施證物監督鍊(chain of custody)，則該證物可能無證據能力 

 (E) 基於鑑識專業與科學辦案優先原則，對於僅足夠一次分析之微量檢

體情況下，鑑驗之前無 

  須通知訴訟雙方   

28. 假設一位女性被害人於 A處所被性強暴，之後被綁架載往 B處所囚禁數

日，後因贖金談判破裂，於 C處所被殺死，而後再載往偏僻之 D處所丟

棄，數日後於 E處所被民眾發現該屍體殘肢。依據犯罪現場之定義，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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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正確者： 

 (A) A處所為第一現場(primary crime scene)     (B) B 處所為第二現場

(secondary crime scene)  

 (C) C處所為第三現場(tertiary crime scene)   (D) D 處所為第四現場

(fourth crime scene) 

 (E) E處所為第五現場(fifth crime scene)   

29. 泥土為一種連結性之證物，下列哪些是泥土之有效鑑別法？ 

 (A) 土壤重量精準比對     (B) 整體外觀之紋理比較 

 (C) 土壤粒子大小比對 (D) 沙粒密度分佈比較 

 (E) 折射率或雙折光特性之檢測   

30. 請選出人類毛髮可能的髓質型態：  

 (A) 連續型    (B) 非連續型 

 (C) 片段型 (D) 階梯排列型 

 (E) 無髓質型 

31. 證物組成與分析之相關概念，請選出錯誤的敘述： 

 (A) 槍彈、刀械、玻璃碎屑、礦物之證物，其主要的構成物質為有機化

合物      

(B) 某些由金屬元素所構成之證物，能單憑主要組成元素之種類或含量

而區別出證物來源 

 (C) 掃瞄電子顯微鏡結合 X 光能譜分析法(SEM/EDS)主要是應用於有機

證物之鑑別  

(D) 光譜分析法可普遍應用於有機證物、無機證物與金屬元素證物之種

類鑑定 

 (E) 光譜分析法僅能夠從事證物之定性分析，很難進行定量檢驗   

32. 鑑識工作上所謂的陽性控制 (positive control；亦稱為已知控制)之相關

觀念，哪些是正確的？ 

 (A) 乃是指檢體之細菌或病毒種類(例如:愛滋病)與檢驗目的均為明確已

知之試驗      

(B) 實務工作上，僅應用於確定性檢測(confirmatory test)  

 (C) 主要目的是防止檢測錯誤之發生  

(D) 未實施陽性控制，則可能會產生偽陽性反應(false positive)之結果 

 (E) 跡證檢體與已知檢體必須併行相同的檢測 

33. 目前鑑識學界中已有多種電腦檔存資料庫可供比對篩檢，其包含哪些證

物類別？ 

 (A) 槍枝子彈類別    (B) 鞋印印模資訊  

 (C) DNA型別訊息 (D) 指紋人別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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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纖維顏色與特徵   

 

 

34. 下列關於顯微鏡的觀念與應用，選出正確者： 

 (A) 微物跡證宜先使用複式顯微鏡初步觀察     

(B) 實體顯微鏡(stereomicroscope)適宜觀察血液結晶與血球凝集反應 

 (C) 比對顯微鏡(comarison microscope)係由兩組複式顯微鏡結合構成  

(D) 雙折光性(birefringence)證物宜使用偏光顯微鏡觀察 

 (E) 掃瞄式電子顯微鏡(SEM)主要是使用可見光來成像，放大倍率很高 

35. 下列哪些分析或檢測方法可應用於是否為血跡之確認？ 

 (A) KM催化顏色試驗     (B) Takayama結晶試驗  

 (C) 血紅素之色層分析(chromatography) (D) 血紅素之光譜特徵吸收

(spectrometry) 

 (E) 抗原與抗體之免疫檢測技術   

36. 關於死後間距(postmortem interval, PMI)之觀念，下列何者正確？ 

 (A) 其意義為：人死亡後至昆蟲開始滋生的時間        

      (B) 主要應用

目的是死者身分之調查 

 (C) 乃是法醫昆蟲學(forensic entomology)領域專屬的跡證情資  

      (D) 死者眼球

玻璃狀液的鉀含量也可用以估計 PMI 

 (E) 屍體早期、中期、晚期各有其特徵現象可用於 PMI之估計  

37. 關於高爆藥(high explosives)之敘述，請選出正確者： 

 (A) 氧原子並未鍵結於火藥分子之間           

      (B) 主高爆藥

(primary high explosives)常用於子彈內之底火與起爆劑     

   (C) 現代塑膠炸藥(plastique)

之組成是以高爆藥為主        

   (D) 硝 化 甘 油

(nitroglycerine)為一種淡黃色油狀液體，若掉落於地上會爆炸 

 (E) 二級高爆藥(secondary high explosives)歸類於非起始(non-initiating)藥

劑 

38. 有關生物跡證的鑑識觀念，請選出正確者： 

 (A) 從 DNA型別圖譜無法研判得知體液之類別    

(B) 於暗室中，發光胺(luminol)可兼具精液斑跡與血液斑跡之蒐尋 

 (C) 酸性磷酸酶(acid phosphatase, ACP)並非精液所特有，實務工作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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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失去鑑識價值 (D) 疑似精液斑跡之檢驗，若

未能找到精蟲則應以非精液斑論定 

 (E) 五組 STR DNA之型別比對相符合，仍不能據以判定該兇嫌即為兇手

   

39. 桌面上之灰塵潛伏足跡紋之採證紀錄，下列哪些方法是正確的？ 

 (A) 足跡膠片黏取法 (B) 高能可見光激發法 

 (C) 靜電足跡採取法 (D) 石膏鑄模法 

 (E) 紅外線攝影紀錄法   

40. 關於系列號碼復現(serial numbers restoration)之觀念，請選出正確者： 

 (A) 非金屬物面號碼被塗抹後亦能復現     

 (B) 被打印字號之物面下的晶體分子密度增強，鍵結強度變弱 

 (C) 當施以蝕刻試劑後，被塗抹字號處的消蝕溶解比周邊物面更快速 

  

(D) 復現操作過程中，一旦字號出現了，就不會再消失 

 (E) 蝕刻試劑種類之選擇主要是依據被塗抹物面之材質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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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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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試題之中，如有謂「依實務見解」，所指的並非警察機關之見解，亦非檢察機關之見
解，而是指最高法院或司法院之見解。 

5.本試題共 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甲與同夥乙共同計畫對富商綁架勒贖後撕票，在綁架富商後將其拘禁於

同夥乙龜山鄉的住處，此時甲之友人丙得知後自願加入並以電話向富商

之家人勒贖，請問丙可能成立刑法第 348 條擄人勒贖罪結合犯之何種犯

罪參與型態? 

(A) 間接正犯    (B) 教唆犯 (C) 共同正犯 (D) 幫

助犯 

2. 甲於捷運車站前無預警將乙頭上所綁之馬尾以利剪剪下後逃逸，請問甲

可能成立何罪? 

(A) 傷害未遂罪    (B) 毀損罪 (C) 強制罪 (D) 無

罪 

3. 某消防隊員於執行交通肇事現場救助任務時遭另一車輛撞擊，隨即被送

往醫院救治，然其傷勢嚴重，經急救醫師判斷非截肢無以救助其生命，

然而該隊員卻明白表示寧死也不願截肢，但醫師仍強行為之，請問該醫

師可能成立何罪? 

(A) 強制罪     (B) 重傷罪 (C) 普通傷害罪 (D) 無

罪 

4. 甲與妻女居住於一處公寓，某日甲與妻子爭吵，憤而外出飲酒，深夜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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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後發現妻女已負氣回娘家，甲一氣之下便拿起打火機將窗簾家俱點火

燒燬，後幸經消防隊撲滅，火勢並未延燒至鄰居。請問甲可能成立何罪? 

(A) 刑法第 173條第 1項放火燒燬現住建築物之未遂罪  

(B) 刑法第 174條第 2項放火燒毀自己所有之非現住建築物未遂罪  

(C) 毀損罪  

(D) 第 176條之準放火罪 

5. 甲將乙所開立之支票以影印之方式將支票之影本金額作變更。請問甲可

能成立何罪? 

(A) 偽造公文書    (B) 變造公文書 (C) 偽造私文書 (D) 變

造私文書 

6. 刑法 94年修正施行後，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何? 

(A) 舊台幣     (B) 銀元 (C) 人民幣 (D) 新

台幣 

7. 承上題，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幾

倍? 

(A) 十倍   (B) 二十倍 (C) 三十倍 (D) 四

十倍 

8. 承上題，民國 72年 6月 26日至 94年 1月 7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

所定數額提高為幾倍? 

(A) 一倍 (B) 二倍 (C) 三倍 (D) 

四倍 

 

9. 刑法第 37條第 1項規定，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宣告褫奪公權終身。

此稱為何種褫奪? 

(A) 任意褫奪    (B) 必要褫奪 (C) 法定褫奪 (D) 

意定褫奪   

10. 甲經羈押十數年後，判決仍未確定。請問甲現在可按何種法律獲得釋放? 

(A) 羈押法     (B) 刑事訴訟法 (C) 刑事妥速審判法 (D) 

刑法 

11.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刑事訴訟法中保全被告的方法僅有具保與限制住居     

(B) 具保與限制住居不可同時併行 

(C) 具保與限制住居併行並不產生「一罪二罰」之問題  

(D) 責付需以金錢擔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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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勘驗現場有檢察官、書記官、檢察事務官及司法警察。請問下列何者為

製作勘驗筆錄之主體? 

(A) 檢察官    (B) 書記官 (C) 檢察事務官 (D) 

司法警察   

13. 依大法官釋字第 392號解釋，下列何者具有羈押權? 

(A) 法官     (B) 檢察官 (C) 書記官 (D) 

司法警察官 

14. 偵查中許可羈押，由下列何者指揮執行之?  

(A) 法官   (B) 檢察官 (C) 檢察事務官 (D) 

司法警察官   

15. 有關許可具保停止羈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已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不得限制被告之住居  

(B) 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如聲請人願繳納所指定之保證金額者，免

提出保證書  

(C) 繳納保證金須以現金為之  

(D) 指定之保證金額僅限於聲請人繳納，不得由第三人代為繳納   

16. 有關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無罪推定原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檢察官起訴前推定犯罪嫌疑人無罪    

(B) 被告經起訴後即不可推定其無罪 

(C) 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D) 被告經審判證明無罪確定前，皆應推定為有罪 

17. 犯罪事實應依何者認定之? 

 (A) 檢察官之充分懷疑 (B) 警察人員之經驗 

 (C) 證據  (D) 被告所違犯之法條   

18. 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 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

決之唯一證據。依實務見解其中所謂的共犯不包括何者? 

 (A) 共同正犯    (B) 教唆犯 (C) 幫助犯 (D) 

對向犯   

19. 某刑案目擊證人甲向司法警察乙陳述丙為加害人，而警察乙當時未錄

影、錄音或製作詢問筆錄，嗣後法院公審時，因甲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

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乙之經驗陳述非屬傳聞證詞     

(B) 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 3僅明定「…所為之陳述」，而無明文要求被

告以外之人之陳述皆須記載於筆錄或有錄影、錄音為憑證始得作為

證據，故乙代替甲到庭陳述之傳聞證據，可以具有傳聞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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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乙之陳述雖屬傳聞證詞，但其未依法製作詢問筆錄，且未錄影、錄

音，使得甲之陳述欠缺證據之形式成立要素，且乙非親自見聞犯罪

事實發生經過之人，故無傳聞例外之適用                                   

(D) 因乙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1 連續錄影、錄音之規定，故處罰

其傳聞證詞不得作為傳聞之例外   

20. 下列何者不屬於法定阻卻違法事由? 

 (A) 依法令之行為    (B) 正當防衛 (C) 緊急避難 (D) 推

定承諾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葉少爺於深夜駕車重創過路的婦人後，見四下無人便匆匆忙忙駛離現

場，該婦人因為未及時送醫而死亡，葉少爺於一公里外為警查獲，其酒

測呼氣值達 0.57mg/L，依實務見解，若該婦人因葉少爺之逃逸而發生客

觀上能預見而不預見之死亡情形，請問葉少爺可能成立何罪? 

(A) 肇事逃逸罪    (B) 不能安全駕駛罪 

(C) 過失致傷罪  (D) 遺棄罪致死罪 

(E) 殺人罪   

22. 承上題，葉少爺於接受偵查機關訊問時，冒用錢少爺的姓名應訊，檢察

官以錢少爺的名義起訴葉少爺，第一審仍以錢少爺名義對葉少爺裁判。

於上訴審法院始發現這個葉少爺係冒用他人名義接受審判，試問上訴審

對於原審法院之判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認為原審法院係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     

(B) 認為無適用法律違誤之違法情形 

(C) 認為適用法律有違誤之違法情形存在                                   

(D) 認為原審法院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的情形 

(E) 認為原審將冒名為錢少爺之葉少爺列為被告，並予以判決違反刑事

訴訟法第 266條規定 

23. 甲與乙共同計畫並實行擄人勒贖後將肉票撕票，甲等一夥人之後為警捕

獲，乙隨即供述其與甲之犯罪自白，法院直接引用該自白判處甲死刑。

試問依大法官釋字第 582號解釋，該判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無違法不當     

(B) 已排除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 

(C) 違反嚴格證明法則  

(D) 承認共同被告於其他共同被告案件之證人適格 

(E) 忽略自白證明力之限制規定   

24. 通緝犯甲有多次槍砲及麻藥前科，警方據線報前往埋伏探查，於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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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攔車盤查甲，就在盤查之際，甲開車衝撞警方盤查人員，經警方

開槍射擊後始制止，並逕行逮捕之。對後續警察搜索作為，請問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A) 警察人員應即刻請求檢察官核發搜索票以搜索甲之身體     

(B) 警察人員應即刻請求法院核發搜索票以搜索甲之身體 

(C) 警察人員得直接搜索其身體及隨身物件  

(D) 警察人員應逕行搜索住處 

(E) 警方的搜索作為應符合情形急迫的要件 

25. 承上題，如果警方逕行搜索甲的住處，發現桌子後面夾層藏有海洛因時，

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不可依刑事訴訟法第 137條附帶扣押之規定扣押之      

(B) 該查扣不違反第 130條附帶搜索之規定 

(C) 該查扣之毒品並非絕對不具證據能力  

(D) 可以補請法院扣押之 

(E) 警察依法不可搜索該夾層   

26. 刑事訴訟法上對於緊急搜索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須情形急迫     

(B) 非迅速搜索，12小時內證據有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之虞者 

(C) 應由法官親自為之                                   

(D) 若由檢察官親自為之須層報檢察長 

(E) 若由檢察官親自為之須層報檢察總長   

 

27. 通緝犯甲有多次槍砲及麻藥前科，警方據線報認為甲可能於其住處藏有

槍械、毒品及其他共犯數名，因此警方乃埋伏探查，發現該住處人員出

入複雜，因此決定改埋伏於地下室停車場攔車盤查甲，就在盤查之際，

甲開車衝撞警方盤查人員，經警方開槍射擊後始制止，並逕行逮捕之。

此時顧及槍聲可能驚動甲之同夥，因此直接進入甲之住處逕行搜索並查

獲大量毒品、槍枝等物。搜索完竣後即刻陳報該管檢察署之檢察官，但

是卻疏於執行後三日內陳報法院。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因警方未陳報法院，因此取得之證據係違法取證     

(B) 警方疏忽未陳報法院係惡意、恣意之違法取證 

(C) 甲具有多項前科，並且被查獲大量毒品及槍械等涉多項重罪，而警

察未陳報法院尚屬輕微，因此國家之追訴利益優於甲之個人利益，

所扣押之毒品及槍械具有證據能力  

(D) 警察違法取證與扣押槍毒，違反比例原則 

(E) 警察可不陳報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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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列何者係屬得實施扣押之人? 

 (A) 法官      (B) 檢察官 

 (C) 書記官  (D) 檢察事務官 

 (E) 法警   

29. 警察原為偵查走私槍械而聲請監聽票，惟監聽過程偶然當中，發現受監

察人販賣毒品等情事，對此另案監聽所取得之證據，依實務見解，下列

敘述何種正確? 

(A) 係違法取得證據，應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58之 4證據排除權衡之規

定      

(B) 非違法取得之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 158之 4之適用 

(C) 可依另案扣押之法理將另案監聽之證據作為另案之證據使用  

(D) 無善意例外原則之適用 

(E) 有善意例外原則之適用   

30.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商店為防制犯罪所自行錄影之錄影帶非警察機關所製作，因此無證

據能力      

(B) 法院將該等錄影帶翻拍為照片時，即可按物證踐行證據調查程序 

(C) 該等錄影帶之相關畫面經檢察官實施勘驗，製成勘驗筆錄時，即可

按書證踐行證據調查程序  

(D) 在前述(C)的情形時，若法院未另外將該錄影帶提示於被告，將成立

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情形 

(E)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關犯罪之錄影帶，不可翻拍為照片或製作勘驗

筆錄   

31. 有關私人取證問題，按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由於非偵查機關按照法律所取得，因此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

礎     

(B) 私人錄製之錄音帶如非違法取得，且已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亦可作

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 

(C) 私人違法取證並無普遍性，且對方私人得請求民事損害賠償或訴諸

刑事追訴或其他法律救濟機制，故原則上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

  

(D) 前述(C)的情形包括以暴力、刑求之方式取得被告之自白或證人之供

述 

(E) 法院禁止私人取證活動   

32. 下列有關和誘罪與準略誘罪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前者之被誘人為未滿 20 歲之男女；後者為未滿 16 歲之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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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前者的手段為和誘；後者為略誘 

(C) 前者無須將被誘人置於自己實力之下；後者則否  

(D) 兩者皆以被誘人有自主意思而得其承諾即可成立 

(E) 兩者皆必須是已婚婦女   

 

 

33. 不具公務員身分之甲利用不知情而有相關職務之公務員乙，使乙於其職

務上所掌之文書上登載不實之事項。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可成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間接正犯     

(B) 乙如果具有對該事項之實質審查權，則甲不成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罪 

(C) 乙如果一經他人申明或申報，即有登載之義務者，甲成立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罪  

(D) 甲與乙係共同實行犯罪，依刑法第 31條第 1項規定，甲成立公務員

登載不實罪之共同正犯 

(E) 甲成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幫助犯   

34. 下列哪些是我國刑法中之易刑處分? 

(A) 易科罰金     (B) 易服勞役 

(C) 易服社會役  (D) 易服社會勞動 

(E) 易服拘役   

35. 依刑法第 51條規定數罪併罰者，各罪均為最重本刑 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

罪，其合併執行刑逾六個月者，應作下列何種判斷? 

(A) 可適用刑法第 41條規定得易科罰金      

(B) 排除刑法第 41條規定之適用 

(C) 可易以訓誡  

(D) 易科罰金後，其所受宣告之刑以已執行論 

(E) 不得易科罰金並不違反憲法第 23條   

36. 下列何者為褫奪公權之內容? 

 (A) 為公務員之資格     (B) 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C) 行使創制複決權  (D) 行使選舉罷免權 

 (E) 受赦免之權   

37. 下列何者屬於刑法之從刑? 

(A) 褫奪公權      (B) 沒收 

(C) 追徵追繳或抵償  (D) 易服社會勞動 

(E) 易科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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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共同正犯中之一人甲於未遂階段為警查獲並遭羈押，惟未中斷犯意，其

他共同正犯賡續實行該犯罪，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之行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遭到中斷     

(B) 甲之行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未遭到中斷 

(C) 甲就發生犯罪之全部結果負責任  

(D) 甲僅成立幫助犯 

(E) 甲不負任何刑責   

39. 實務上認定刑法第 26條中「無危險」之意義為何? 

 (A) 行為人主觀認為無危險 (B) 行為人須出於重大無知 

 (C) 行為人之行為不足以造成社會不安感 (D) 只要行為不能發生結果

即是無危險 

 (E) 危險之有無，以客觀事實認定之   

40. 甲欲槍殺乙，但是槍法不準而將位於乙旁的丙殺死。請問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 對乙成立殺人未遂罪      

(B) 對丙成立故意殺人罪 

(C) 對乙的罪與對丙的罪兩者係法規競合關係  

(D) 對乙的罪與對丙的罪兩者係想像競合關係 

(E) 對乙的罪與對丙的罪兩者係數罪併罰關係 



警察法規1  

中央警察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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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警察對於依法所蒐集資料之利用，應於法令職掌之必要範圍內為之，並

須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此稱之為： 

 (A)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B) 適時結束原則 (C) 目的拘束原則 (D) 

必要性原則 

2. 下列何者屬於「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類及規格表」中之「電氣器械」？ 

 (A) 噴射裝甲車     (B) 鎮撼彈 (C) 瓦斯警棍 (D) 擊

昏槍 

3.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對象若為受毒品戒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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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理辦法」之規定，申請許可購置電擊器屬

拋射式者，以下列何者為限？ 

 (A) 民間守望相助組織   (B) 依法執行稽查公務之

人員     

 (C) 運送保全人員   (D) 巡守人員 

5.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規定，下列何種案件係屬警察機關管轄之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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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應處拘留之案件   

(B) 遲誤聲明異議期間聲請回復原狀之案件  

(C) 核駁被處罰人申請分期繳納罰鍰之案件     

(D) 核駁罰鍰逾期不完納聲請易以拘留之案件 

6. 下列有關「警察官制」之現行警察機關組織法規名稱，何者錯誤？ 

(A) 內政部警政署港務警察局組織通則     

(B)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 

(C) 內政部警政署臺灣保安警察總隊組織通則  

(D) 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組織條例 

7. 有關警察教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大學得設警佐班辦理深造教育；得設警正班辦理進修教育  

  

(B) 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初試錄取人員身家調查辦法由內政

部定之 

(C) 警察專科學校甄試具特殊專長人員入學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D) 警察專科學校、警察大學之學生，均享受公費待遇及津貼 

 

8. 有關警察法第 9條所稱之警察命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為具體性規範，屬警察行政立法行為  

(B) 發布警察命令，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 

(C) 在直轄市應由直轄市政府警察局發布  

(D) 解釋性行政規則無須對外發布 

9. 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下列有關使用警械之敘述，何者錯誤？ 

 (A) 使用警械時，如情況急迫可不出示身分證件  

(B) 警察依法執行取締、盤查勤務時，如有必要得命其停止舉動或高舉

雙手 

 (C) 使用警棍指揮後，無須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長官  

(D)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原因行將消滅者，應立即停止使用   

10. 駐衛警察為使用警械主體之一，下列有關其使用警械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執行職務以使用警棍為原則     

(B) 使用警械之時機及應注意事項，準用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 

 (C) 如需使用其他警械，應由設置單位向直轄市、縣（市）警政機關申

請配發  

(D) 使用警械致人受傷、死亡者，被害人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11. 有關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下列有關拘提、管收之敘述，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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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錯誤？ 

 (A) 管收係對人身自由所為之限制，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B) 義務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理由而不到場，行政執行分署得聲請法

院裁定管收 

 (C) 拘提管收之執行由行政執行分署派執行員為之  

(D) 義務人所負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不因管收而免除 

12. 依行政執行法有關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A) 其執行方法分為間接強制及直接強制二種    

 (B) 經間接強制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時，執行機關得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

之 

 (C) 代履行費用逾期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D) 斷絕營業所必須之水、電能源為直接強制方法之一 

13. 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下列有關怠金之敘述，何者錯誤？ 

 (A) 以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為限    

 (B) 依據義務人違反義務之情節輕重而定其數額 

 (C) 其最低額為新臺幣五千元以上  

(D) 逾期未繳納者，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 

14. 有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調查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違反本法之行為人有數人時，應隔離訊問   

 (B) 現行違反本法行為經逕行通知到場者應隨案移送 

 (C) 證人經合法通知，有正當理由不能到場者，得許其以書面陳述意見

  

(D) 警察人員所製作查獲經過之書面報告，屬傳聞證據，不得作為證據 

15. 警察機關對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條規定，於裁處罰鍰時，如無法定

加重或減輕事由，依警政署訂定之裁量基準，對第一次違反者，依下列

何種範圍裁處之？ 

 (A) 九百元以上，未逾三千元 (B) 一千二百元以上，未逾三

千元 

 (C) 一千五百元以上，未逾六千元 (D) 六千元以上，未逾一萬二

千元   

16.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因地制宜，制定自

治條例規劃得從事性交易之區域，為避免不當影響，應與相關建築物保

持適當距離，下列何者不屬之？ 

 (A) 學校 (B) 政府機關 

 (C) 教會 (D) 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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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裁處罰鍰後，被處罰人逾期不繳納，警察機

關聲請易以拘留經法院駁回，被處罰人亦不請求易以拘留者，其應繳納

之罰鍰，依法務部釋示意見，應如何處理？ 

 (A) 向普通庭提起抗告    (B) 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

執行 

 (C) 向簡易庭聲明異議 (D) 准其以分期繳納方式繳

納 

18. 警察機關得自行處分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於裁處罰鍰時，為避

免同類案件量罰差距過大，如無法定加重、減輕或從重、從輕之特別情

狀，宜於何種範圍內裁處之？ 

 (A) 法定罰上限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B) 法定罰上限二分之一至五

分之一 

 (C) 法定罰上限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D) 法定罰上限二分之一至四

分之一   

19.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9條規定，人民對於警察行使職權，得「當場陳述理

由，表示異議」，對此之救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應以書面為之     (B) 係對行使職權方法及程

序之救濟 

 (C) 與行政執行法之聲明異議相同       (D) 對異議結果不得再行爭

訟 

20. 關於警察依法查證人民身分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查證人民身分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   

 (B) 有明顯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足以傷害他人生命之物者，得檢查其身體 

 (C) 拒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者，應用強制力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

  

(D) 依法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三小

時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理辦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屬於得申請許

可定製、售賣或持有之警械？  

 (A) 防暴網 (B) 警銬 

 (C) 電氣警棍（棒） (D) 瓦斯警棍（棒）  

 (E) 警繩   

22.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相關規定，警察機關對於沒入物品若屬查禁物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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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何者屬於得處分之方式？ 

 (A) 銷燬   (B) 留作公用 

 (C) 變賣                             (D) 移送有關機關 

 (E) 拍賣 

23.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採行政罰或刑事罰，依大法官釋字第 517 號

解釋意旨，屬立法裁量之權限，下列何者為立法機關考量之因素？ 

 (A) 衡酌事件之特性   (B) 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 

 (C) 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 (D) 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 

 (E) 權利之具體內涵   

24. 下列有關「警察」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組織上之警察即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總稱   

 (B) 憲法第 8條第 1項所稱之警察機關，係指狹義之警察 

 (C) 行政執行分署之執行員為形式意義之警察  

(D) 警察職權行使法所稱之警察指學理上之警察 

 (E) 環保局執行稽查工作人員屬實質意義之警察 

 

 

 

 

 

25. 警察為維護社會治安，防制治安顧慮人口再犯，得定期實施查訪，下列

何者屬於警察職權行使法之治安顧慮人口？ 

 (A) 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持有毒品之罪，經執行完畢者    

(B) 曾犯刑法詐欺罪，經執行完畢者 

(C) 曾犯刑法誣吿罪，經假釋出獄者 

 (D) 曾犯刑法妨害自由罪，經執行完畢者 

 (E) 曾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經假釋出獄者 

26. 下列有關警察任務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任務條款性質上屬組織法中之權限規定     

(B) 警察任務條款得作為警察行使干預權之發動依據 

 (C) 不涉及人民權利範疇之警察作為，只要在警察法任務範圍內，即可

發動    

(D) 警察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屬警察之主要任務 

 (E) 行政危害防止與刑事犯行追緝任務競合時，適用法益衡量原則 

   

27. 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理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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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申請製造電氣警棍(棒)之廠商，應經內政部之許可    

 (B) 民間守望相助組織應經內政部警政署核可依法購置警棍 

 (C) 經所屬單位申請獲准後，警衛保全人員得持有警銬 

 (D) 經營金銀珠寶業者未僱用警衛者，其負責人得依規定申請購置電擊

器 

 (E) 警械執照每二年換領一次，持有人應隨身攜帶   

28. 有關警察法規屬性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行政執行法屬實體法之性質      

(B)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致人傷亡之費用支給標準屬救濟法之性質 

 (C) 社會秩序維護法具實體法與程序法之功能  

(D) 警察勤務條例僅具組織法之性質，欠缺行為法之功能 

 (E) 警察職權行使法兼具行為法與救濟法之性質    

29.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法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人員合法使用警械致嫌犯受傷或死亡者，警察人員無責任    

 (B)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使用警械有重大過失，致人死亡者，其所屬政府

在賠償後，得向行為人求償 

 (C) 若乘客與駕駛人有犯意之聯絡並教唆駕駛人衝撞員警，該乘客非屬

警械使用條例第 11條所稱之第三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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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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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級政府定之 

30. 下列對於大法官第 621 號有關「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處得

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之解釋文及理由書敘述，何者正確？ 

 (A) 公法上金錢給付之能否實現，攸關行政目的之貫徹與迅速執行   

  

(B) 罰鍰處分後，義務人未繳納前死亡者，其罰鍰繳納義務具有一身專

屬性，是否得對遺產執行，於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C) 行為人受行政罰鍰之處分後，於執行前死亡者，應優先考量罰鍰制

裁違規行為外部結果之本質，而認罰鍰具有建立法治秩序之作用，

不因義務人死亡而喪失，故應繼續執行  

(D) 行政執行法第 15條規定，係針對行政執行處所為強制執行之特別規

定，其執行標的僅以義務人死亡時所留遺產為限 

 (E) 本件解釋範圍係針對罰鍰，不包括罰鍰以外之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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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何種情形，執行機關應依職權或因義務人、利

害關係人之申請終止執行？ 

 (A) 義務已全部履行者    (B) 行政處分經撤銷確定者 

 (C) 義務之履行經證明為不可能者 (D) 義務人就義務之履行已提

供相當擔保者 

 (E) 義務已執行完畢者   

32. 依行政執行法及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之相關規定，有關公法上金錢給付

義務之執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由行政執行分署辦理     

(B) 目前法務部所屬之行政執行分署共計十二所 

 (C) 行政執行分署或義務人不服法院關於拘提、管收之裁定者，得於十

日內提起抗告  

(D) 義務人依其經濟狀況，無法一次完納者，行政執行分署於徵得移送

機關同意後，得酌情核 

准其分期繳納 

 (E) 拍賣、鑑價、估價、查詢等費用，由執行機關估計其數額，命義務

人預先繳納   

33. 依新修正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為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9 條有關人身自由保障之意

旨刪除拘留之規定   (B) 第 80條所稱之「性交易」，指有對價之性交或

猥褻行為 

 (C)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媒合性交易而拉客」者，

屬警察機關管轄案件之種類，由警察機關依法裁處  

(D)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與人性交易而拉客」者，

警察機關於訊問後，應即移送簡易庭裁定 

 (E) 本法修正條文施行前，已依各地方政府制定之自治條例管理之性交

易場所，允許其於原地址依原自治條例所定條件繼續經營   

34.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人民查證身分之法定要件，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滯留於應有居留許可之處所，而無居留許可者    

(B) 合理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者 

(C) 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D) 合理懷疑其有犯罪之虞者 

 (E) 有事實足認其對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35. 下列對於大法官第 689 號有關「新聞自由與隱私權」之解釋文及理由書

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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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為促進資訊充分流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新聞自由乃不可或缺之

機制，應受憲法第 11條所保障，國家不應以法律予以限制     

(B)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條第 2款規定，其意義及適用範圍，非受規範

者所難以理解，亦得經司法審查予以確認，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 

 (C) 新聞自由所保障之新聞採訪自由僅保障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

之採訪行為 

 (D) 新聞採訪者於有事實足認特定事件之報導具一定之公益性，如須以

跟追方式進行採訪，且其跟追行為依社會通念非屬不能容忍，該跟

追行為即具正當理由 

 (E) 公眾人物影響社會風氣言行之報導，具一定之公益性，而屬大眾所

關切並具有新聞價值   

36. 下列有關「拘留所設置管理辦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拘留所設置管理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B) 拘留所設置基準，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 

 (C) 拘留所服勤員警之調配，每人每次服勤不得連續逾四小時  

(D) 被拘留之婦女，請求攜帶未滿三歲之子女入所者，應准許之 

 (E) 被拘留人有暴行之虞者，得報經主管長官核准使用警銬、警繩   

 

 

 

37. 下列對於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查訪期間，以刑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後二年內為限     

(B) 警察實施查訪，應注意避免影響查訪對象之工作及名譽 

 (C) 查訪項目包括查訪對象之工作、感情及金錢收支情形  

(D) 警察實施查訪，屬於對相對人不生拘束力之任意性行為 

 (E) 查訪對象不遵從指導者，得加以處罰 

38.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

停並採行必要措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  

(B) 檢查引擎、車身號碼 

 (C) 要求乘客接受酒精濃度測試  

(D) 攔停車輛後，即得檢查交通工具 

 (E) 駕駛人有異常舉動而合理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得強制其離車

   

39. 依「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遴選第三人，應查核其合作意願及動機 

http://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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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遴選第三人經核准後，除最近三年內曾任第三人者外，應實施相關

法律程序之訓練 

(C)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期間不得逾三年  

(D) 第三人之忠誠度經評估認為已不適任者，應停止執行 

 (E) 依規定支給第三人工作費用時，應以劃撥匯款方式，避免暴露身分

   

40. 關於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及補助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報請內政部核定施

行     

(B) 直轄市警察機關經費不足時，得報由內政部轉請行政院核定 

 (C) 縣警察機關經費不足時，得報由內政部警政署轉請內政部核定  

(D) 對於中央補助縣警衛之經費，地方得視實際需要變更其用途 

 (E) 對於中央補助縣警察局之經費，縣議會仍得依法監督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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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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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警勤區員警執行勤區查察勤務時，應攜帶應勤裝備或物品；下列何者為

非？ 

 (A) 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     (B) 無線電通訊器材  

     

 (C) 警察服務證  (D) 警勤區記事簿 

2. 治安穩定的轄區，警察機關之勤務規劃大多係屬何種方式？ 

 (A) 預警式勤務規劃     (B) 例行性勤務規劃  

     

 (C) 反應式勤務規劃  (D) 機動式勤務規劃 

3.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九條之規定，警察局基於事實需要，須將個

別勤務與共同勤務分別實施時，得以分局或分駐(派出)所為單位，指派

員警執行何種勤務？ 

 (A) 專責執行勤區查察     (B) 守望  

     

 (C) 路檢  (D) 盤查 

4. 依據「警察分駐派出所設置基準」，分駐(派出)所得視需要重新評估，規

劃調整設置；請問其准駁權責最後歸屬於那一個單位？ 

 (A) 內政部    (B) 警政署 (C) 該管地方政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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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管地方警察局 

5. 依據治安斑點圖提供之功能，作為警察勤務分配之參考依據，是下列那

一項原理的運用？ 

 (A) 目標管理理論    (B) 系統分析理論 (C) 多元參與理論 (D) 

模糊集理論 

6. 警勤區依自治區域劃分時，下列何者為其劃分基準？ 

 (A) 鄰里    (B) 村里 (C) 家戶 (D) 

社區 

7. 警勤區應設置查巡合一巡邏箱，設置地點係由誰選擇決定？ 

 (A) 警勤區員警     (B) 警察分駐(派出)所所長

     

 (C) 警察分局長  (D) 警察局長 

8. 警勤區員警對屢查不遇治安顧慮人口的處理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A) 對屢查不遇治安顧慮人口，應報告分駐(派出)所所長，列入專案查訪 

(B) 如發現屢查不遇治安顧慮人口行蹤不明，應即通報協尋 

(C) 應以書面直接通知受查訪人下次查訪時間      

      (D) 可以電話

與受查訪人聯繫，替代直接查訪 

 

9.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家戶訪查之實施，應於日間為之，

但與訪查對象約定者，最晚得於夜間何時之前實施？ 

 (A) 二十一時     (B) 二十二時 (C) 二十三時 (D) 

二十四時 

10. 依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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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調查犯罪而有保存之必要，最長保存多久，就一定要銷毀？ 

 (A) 3個月     (B) 6個月 (C) 1年 (D) 3

年 

11.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現行辦理警察勤務區劃分與檢討

調整的權責分配，下列何者正確？ 

(A) 由警察局定期檢討調整，交付實施      

     

  (B) 由派出所規劃調整，報經分局轉請警察局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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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由派出所研提建議，報

請分局核備後實施    

    (D) 

由分局定期檢討調整，報請警察局核備 

12. 下列那一項法令開始將警察勤務區正式規定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 

(A) 警察勤務條例    (B) 警務章程  (C) 警察法 (D) 

警察勤務試行通則 

13.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警察局或分局設有各種警察隊(組)者，

應依其任務，分派人員服行何種勤務？ 

(A) 專業勤務     (B) 專屬勤務 (C) 特種勤務 (D) 

專案勤務 

14.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勤務交接時間由何機關定之？ 

(A) 內政部     (B) 警政署 (C) 警察局 (D) 

警察分局 

15. 警勤區員警平時家戶訪查以何者為輪流查察單位？ 

(A) 家     (B) 戶 (C) 鄰 (D) 

里 

16. 下列有關日本的派出所和駐在所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在組織體系上係隸屬於警察分局的地區部門      

     

 (B) 組織體制和我國的派出所及駐在所一樣   

     

 (C) 是日本警察最基層的行政單位   

     

 (D) 其工作內容如同我國的派出所及駐在所 

17. 下列何者非為家戶訪查所稱「記事 1」之治安顧慮人口？ 

(A) 恐嚇取財罪     (B) 普通搶奪罪 (C) 普通竊盜罪 (D) 

傷害罪 

18. 新到任警勤區員警為儘速瞭解轄區人口動、靜態及勤區狀況，應於下列

何種期間全面訪查一次？ 

(A) 六個月      (B) 三個月 (C) 二個月 (D) 

一個月 

19. 下列有關我國「警察勤務條例」的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勤務條例」係於民國六十年制定公布       



警察勤務4  

     

  (B) 「警察勤務條例」共分七章二十九條  

     

  (C) 「警察勤務條例」第五章規定勤務時間  

     

  (D) 「警察勤務條例」是依據警察法第三條規定制

定 

20.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繁雜警勤區每年年終應由分局業

務組長實施複評，其目的為何？ 

(A) 為避免警勤區員警因工作能力不足，致轄區治安重點資料未依規定

建置與訪查       (B) 

繁雜警勤區工作繁重，實施複評以激勵服勤人員工作士氣  

     

 (C) 現地瞭解實況，加強考詢，以瞭解警勤區對於轄區狀況熟悉情形 

     (D) 

繁雜警勤區加強實施勤務勤惰督考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依據「警察勤務區勤務規範」規定，警勤區手冊何種表內所列非屬記事

人口者，每三個月應查察一次以上？ 

 (A) 保防類調查表   (B) 保安類調查表 

 (C) 戶口類調查表 (D) 刑事類調查表 

 (E) 行政類調查表   

22. 警察於執行路檢勤務時，對合於「警察職權行使法」查證身分規定者，

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有關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之作

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其時間自帶往起不得逾三小時          

      (B) 帶往時非

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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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有關警察

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之作為，該人民不得有異議 

23. 警勤區員警對於訪查對象全戶遷出者之資料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應於戶長目錄暫以紅色斜線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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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戶長目錄

除增減訪查對象未變更者外，每年至少重新列印一次     

  (C) 舊目錄應另行裝訂除戶

簿存查        

      (D) 戶長目錄

保存期限十年 

 (E) 由警勤區員警自行妥善保管   

24. 有關我國警衛派出所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設置在特定地區內    (B) 執行守護任務 

 (C) 所屬分局於必要時設置之 (D) 執行之任務係屬特種勤

務 

 (E) 為臨時任務編組 

25. 根據「巡邏勤務手冊」規定之巡邏勤務規劃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巡邏勤務由分駐(派出)所、分局與警察局負責規劃，構成所、分局、

局三層巡邏網    (B) 巡邏網之規劃，應依地區

特性及治安、交通事故資料分析，劃分巡邏區，選定巡邏要點 

 (C) 第一層巡邏網應配合分局轄區劃分為原則      

      (D) 第一層巡

邏網實施點線巡邏或集中機動派遣        

    (E) 第二層巡邏網應配

合分駐(派出)所轄區劃分為原則   

26. 警察勤務區是我國現行警察勤務基本單位，下列何者是我國以前警察勤

務基本單位的名稱？ 

 (A) 擔當區    (B) 聯勤區 

 (C) 警務區                           (D) 警管區 

 (E) 巡邏區   

27. 有關警察勤務運作原理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授權原理是以時間為主要著眼點，而空間性亦是導致授權原理的主

要原因       (B) 顯見原理就是

見警率的歸納，也就是針對警察勤務執行之外觀而言 

 (C) 迅速原理的基本假設是：警察人員越早到達犯罪現場，則逮捕犯罪

人的機會越大  (D) 彈性原理的基本假設

是：警察事故發生的不可預期性與時空差異性 

 (E) 機動原理強調動態的勤務運作   

28. 下列有關機車巡邏簽章要領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到達巡邏點時應馬上下車並巡簽，並在周遭有安全顧慮範圍內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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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        (B) 機車巡邏

行進間應注意前、後、左、右可疑人車 

 (C) 簽好巡邏表以後，一名先上機車，另一名擔任警戒，二人不要同時

上機車    (D) 巡邏中之二部

機車，應一前一後，保持安全距離，並且要前後不定時互換 

 (E) 巡邏中之二部機車，前車負責帶班及通訊   

29.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暨「警察機關勤區查察處理系統

作業規定」，有關記事人口改列工作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記事人口改列工作是警勤區員警的權責，應於訪查三年期滿後，逕

行改列       (B) 警勤區員警核對轄內居民資料，凡最近五年內有刑

案紀錄資料者，應於戶卡片目錄註記為  

記事 2 

(C) 記事 2 人口判決確定執行完畢五年期滿後，警勤區員警利用勤區查

察處理系統通報分局建議改列為無記事人口，不再註記 

(D) 記事 1 人口經以治安顧慮人口列管三年期滿除名後，須由刑事單位

認定，改列為記事 2人口訪查 

(E) 治安顧慮人口之資料係擷取自「治安顧慮人口資訊系統」，列為記事

1人口，註記於家戶訪查簿 

30. 梅可望研究各國警察勤務，歸納出要達成警察任務則警察勤務應掌握數

項運作原則，下列何者屬之？ 

 (A) 控制預備警力     (B) 巡邏重於守望 

 (C) 內勤外勤並重 (D) 永不間斷，無處弗屆 

 (E) 因時因地因事制宜   

31.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轄區出獄人口通報與訪查實施計畫」之規定，所稱

之出獄人口係指下列何者？ 

 (A) 竊盜類出獄人口     (B) 毒品類出獄人口 

 (C) 殺人類出獄人口 (D) 搶奪類出獄人口 

 (E) 強暴類出獄人口   

32.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交通疏導作

業程序」之規定，下列何種時機，須使用手控號誌疏導交通？ 

 (A) 重要外賓或高級長官座車通過路口時          

      (B) 特種勤務

通行路線交通擁擠時 

 (C) 左轉車流影響行車順暢時        

      (D) 交通尖峰

時間，車輛爭道行駛，須維持路口淨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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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因交通事故、災變等突發

狀況或交通流量達到自動號誌無法有效疏導時   

33. 我國警察勤務區勤區查察勤務的性質，屬於下列何者？ 

 (A) 共同勤務    (B) 行政警察勤務  

      (C) 重點性勤

務 (D) 非重點性勤務        (E) 

個別勤務   

34. 根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執行守望勤

務作業程序」之規定，守望勤務之工作項目包括下列何種工作？ 

 (A) 整理交通秩序    (B) 通訊聯絡及傳達命令 

 (C) 警戒 (D) 警衛 

 (E) 為民服務   

35. 有關我國警察常年訓練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分駐(派出)所為基層常年訓練的權責單位         

      (B) 我國常年

訓練早期稱為常年教育 

 (C) 常年訓練區分為一般訓練和專案訓練        

      (D) 常年訓練

的個人訓練包含學科與術科訓練 

 (E) 警察常年訓練辦法係依警察法規定訂之   

 

 

36.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下列何者為輔助性勤務機構？ 

 (A) 駐在所     (B) 勤務隊(組) 

 (C) 分駐所 (D) 警衛派出所 

 (E) 機動派出所   

37. 依據「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之規定，警勤區員警應配合辦理事項，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應於警勤區手冊內及戶卡片備註欄註記     

(B) 接獲受理報案通報後，應立即清查比對，並於三日內前往訪問關懷

家屬，至少每個月定期訪查一次 

 (C) 如失蹤滿三年以上仍未尋獲者，改為每年訪查家屬一次   

      (D) 定期查訪

所得資料應註記於戶卡片副頁 

 (E) 本項各項相關書面資料須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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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勤區查察每月應編排聯合查察，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

實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聯合查察係聯合數警勤區警力，以聯合訪查方式實施     

      (B) 每個月至

少應編排聯合查察一次 

 (C) 出勤後，應共同繞巡警勤區治安要點一遍，並共同查簽巡邏簽章表

各一處    (D) 得以組合警力

方式優先查察兩警勤區轄內記事人口及個別查察難以訪查之場所 

 (E) 聯合查察所得家戶資料，由各該警勤區員警自行簽註   

39. 有關勤區查察家戶訪查的次數與時間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記事 1人口每一個月訪查一次，記事 2人口每二個月訪查一次 

       (B) 家戶訪

查的時間規定是為確保訪查所需最少時數 

 (C) 規定家戶訪查的次數與時間，是為統一各地作法，力求工作普遍化，

並便於督考  (D) 現行勤務編排要求每

月編排二十小時以上之勤區查察家戶訪查 

 (E) 家戶訪查所規定的次數是依據戶口的分類而來，係指訪查的間隔時

間   

40.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有關警察勤前教育的實施次數，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 基層勤前教育之實施次數，以員警人數決定        

      (B) 山地、離島

基層單位勤務單純者，每週實施三次 

 (C) 凡實施單位實有人數在七人以上者，應逐日實施    

      (D) 聯合勤前

教育之實施次數，以每月舉行一次為原則 

 (E) 凡實施單位實有人數在六人以下，四人以上者，隔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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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1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共同科目 

 

憲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D B C A C B A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B D A C B D C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 ABCE CDE ACE ABDE BDE ABCE BE CDE B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E CDE ACD CE ABD BCDE ADE BCE ACD ABCDE 

 

 

英文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E E A B E A E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B C E D D D E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 A D C A D C B A 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A C E D B A D C E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D C E A B B A D E C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1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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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D A C D C C C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B A B B C C D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 BD BCE ABDE ACE AD AC ABD BCE B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E AD BC ABD AD AB ABC BC BCE AD 

 

警察勤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A C B A A B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D B C C A D B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D BCD AC AB ABE ADE BCDE BCD CD AB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D ABE BDE ACDE BCD BDE ACD BCD BCE ACE 

 

 警察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A C C C B B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A C C B B C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 ABD ACD AE ABDE ACDE ADE BCE ACD AB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E ACD BE ABCDE BDE BCE BD ABE AD BC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1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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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D A C D C C C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B A B B C C D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 BD BCE ABDE ACE AD AC ABD BCE B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E AD BC ABD AD AB ABC BC BCE AD 

 

犯罪偵查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B B C D A B B A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B C D A B C A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E D BCDE BD BCD DE ABE BD B A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CD CDE A ADE ABD CE BCD ABCE ABD BE 

 

刑事鑑識概論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A D C A B C B D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A B B D C B B C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 AB ABDE CDE ACDE E BCD AB BCDE AB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CE CE ACD CD BCDE DE BCDE AE AC BC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1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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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C C B A C D B A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D B C C A D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D BE ADE AB CDE ABD CD BDE ABC B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 ABDE AD BCE BE ACD CE ACE DE ABC 

 

火災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B A C A D C C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D A A B C B C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DE CDE BCE BD ADE AB ACE BCD ACD A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 ADE BCD CD ABDE CE ABD BCD BDE ADE 

 

消防實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D C B B C C C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B B A D A C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DE BCDE CE CD ABCD BD BE BD ABC A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CE AE AD DE BE CE DE ABCDE ACD BC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1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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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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學系 

 
道路交通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A D A C C A A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C D C D B B D A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E AB ABCDE ABD ABC CDE ADE ACD ACDE A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D BCD DE AE AD C ACDE ABDE BD DE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B D D C A D A C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C A A A D B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DE ADE ABCE BCE AB BCD B ADE ABCDE A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D CDE ABC BCDE ABCD ABC BDE CDE ABCDE AE 

 

交通工程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A B C C D A D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A B C B A C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D ACD ABD ABCDE ABCDE BC ABCD ABC ABCD A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DE AC ABCD ABCE BCDE BCDE ACD BCD ABCD BCD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1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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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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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D A C D C C C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B A B B C C D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 BD BCE ABDE ACE AD AC ABD BCE B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E AD BC ABD AD AB ABC BC BCE AD 

 

航海學及輪機學概要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D C B D C A C A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A C B A D B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E AD BDE CD AD AD AD AD BC AB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 BCDE ABCD ABD ABDE AB ABDE BCD ABC ACD 

 

國際海洋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C D D D D B A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C A D A C A D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E CDE AE ABE ACDE ABC D D DE A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DE BCE BCD ABCDE ACE BCE CDE BC ABCDE 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1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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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