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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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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分) 

1.  Carrying illegal weapon is a _______ in our nation. 

 (A) prize (B) plan (C) cause (D) felony (E) bargain 

2.  Both Mary and I teach at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so we are ________. 

 (A) school mates (B) colleagues (C) friends (D) buddies (E) brokers 

3.  A kidnapper kidnapped a young girl and threatened to kill her if the ______ 

was not paid. 

 (A) random (B) range (C) ransom (D) raise (E) rescue 

4.  She’s arrested on ________ of killing her husband. 

 (A) detention (B) obtaining (C) crime (D) suspicion (E) seizure 

5.  He ________ a crime because he accidentally killed a man during a fight. 

 (A) reduced (B) committed (C) arrested (D) charged (E) accused 

6.  Bicycle _______ is free of charge to prevent from stolen in Taiwan. 

 (A) engraving (B) pumping (C) painting (D) circling (E) ordering 

7.  The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aritime _______ 

and emergency services. 

 (A) transplants (B) seminars (C) properties  (D) shipments  (E) rescues 

8.  For flight safety, sharp objects and flammable items are _______ on the 

aircraft. 

 (A) granted (B) permitted (C) allowed (D) admitted (E) prohibited 

9.  A _______ is a gift made or promised to a person to persuade him or her to 

act dishones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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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ride (B) breed (C) brigade  (D) breath (E) bribe 

10. Two suspects were caught because their motorcycle’s _______ was captured 

by a CCTV camera. 

 (A) registration   (B) zip code (C) plate number  (D) phone number (E) driver’s license 

11. While ______ the neighborhood, Officer Lin saw two men peeping through 

a store’s window. 

 (A) forcing (B) patrolling  (C) applying   (D) following (E) towing 

12.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_______ the entire shipment because of the 

illegal articles. 

 (A) seized  (B) frisked  (C) trafficked  (D) violated (E) welcomed 

13. Officer Lin ______ John about his wife’s whereabouts. 

 (A) proved   (B) prosecuted   (C) fined  (D) punished (E) interrogated 

14. Because Taiwan is located in the sub-tropical climate area, there are many 

______ in the summer and early fall. 

 (A) snowstorms  (B) tsunamis   (C) earthquakes  (D) typhoons (E) tornadoes 

 

15. With the outbreak of H7N9, how to control this easily spreading disease has 

become a major _____ in mainland China. 

 (A) destruction  (B) bargain (C) concern  (D) assistance (E) attack 

二、會話：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10 分) 

16. Police: Please roll down your window and show me your driver’s license. 

Driver: _______________. 

 (A) Here you go (B) Here I am 

 (C) Here we are (D) Here is it 

 (E) There is here 

17. Officer: Please step out of the car for a ________ test. I think you are driving 

__________. 

Driver: But I only drink a can of beer. 

 (A) blowing / while intoxicated (B) breath / under 

intoxicated 

 (C) breathtaking / while influenced (D) breathalyzer /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E) blew / under drunk 

18. Mr. Smith: Where can I apply for a visa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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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y officer: You can apply for it at the ___________. 

 (A) National Police Agency (B)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ureau 

 (C)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D)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E) Aviation Police Office 

19. Mrs. Jefferson: Can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o Taipei World Trade Center? 

Officer Lin: _______________. 

 (A) It’s about 15 minutes on foot (B) There are a lot of 

restaurants around 

 (C) You can visit Taipei 101 on the way there (D) I will call a taxi for 

you 

 (E) Walk down the road and it’s on your left 

20. Henry: Why was John arrested for burglary? 

Paul: __________________. 

 (A) Because he beat his wife everyday (B) Because he attacked a 

pedestrian 

 (C) Because he hit his son and took his money (D) Because he broke into 

his neighbor’s house 

 (E) Because he assaulted a police officer 

 

三、綜合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40分) 

I.   

 A Spanish bullfighter was __(21)__ in Peru, and his father wants to know 

why his son’s body was returned to Spain with several organs __(22)__. The 

bullfighter’s father will travel to Peru and will not rest __(23)__ justice is served. 

The body of his 22-year-old son was __(24)__ in July on a beach near Lima a 

week after he went missing. 

 The young man was __(25)__ to death with a blunt object. Four people, 

three policemen __(26)__, confessed to the crime. They said they wanted to 

steal the $1,200 the young man had been paid after a bullfighting __(27)__. 

 A(n) __(28)__ was conducted in Peru, and the young man’s body was sent 

to his family in Spain three days later. A second examination in the Spanish 

capital showed that he was missing several organs. Even today, the mystery still 

remains __(29)__.  (excerpted from GEPT Cloze Test by Jolihi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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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 murder (B) murdered (C) murdering (D) to murder (E) to be mu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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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 until (B) ahead (C) behind (D) because (E) during 

24. (A) find (B) to find (C) finded (D) found (E) finding 

25. (A) beat (B) beating (C) beaten (D) beated (E) to beat 

26. (A) include (B) including (C) to include (D) included (E) inclusive 

27. (A) contest (B) test (C) examination (D) protest (E) promotion 

28. (A) surgery (B) autopsy (C) organ (D) orchestra (E) answer 

29. (A) undeveloped (B) unveiled (C) understood (D) unemployed (E) unsolved 

30. What’s the closest meaning to the word “blunt”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A) sharp (B) bright (C) rough (D) soft (E) dull 

 

II. 

 When society is in great disorder, harsh laws and stern measures must be 

used to restore order. In __(31)__ of the recent surge of crime in our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revise the law to allow police and the legislature to deal sternly 

__(32)__ the lawless. Without the use of harsh action, criminals would 

absolutely not be __(33)__. 

 We are of course aware that rigorous laws are __(34)__ a deterrent. If crime 

is to be substantially __(35)__, it is essential to improve public morality through 

education. But this approach takes a long time to produce results. 

 Unfortunately, crime is multiplying __(36)__ in Taiwan, and drastic 

measures must be __(37)__ to check its growth. It is urgent that police __(38)__ 

given greater powers and that the court mete out stiff penalties for lawbreakers.  

(excerpted from GEPT Cloze Test by Jolihi Press, 2004) 

31. (A) regard (B) view (C) return (D) matter (E) judge 

32. (A) for (B) of (C) with (D) at (E) to 

33. (A) doubted (B) persuaded (C) deterred (D) hated (E) motivated 

34. (A) at best (B) at last (C) at first (D) at length (E) in detail 

35. (A) shocking (B) increased (C) decreased (D) not changed (E) attem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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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 usually (B) neutrally (C) mutually (D) happily (E) quickly 

37. (A) adapted (B) accustomed (C) taken (D) decided (E) searched 

38. (A) is (B) are (C) have (D) be (E) has 

39. What’s NOT an example of lawbreaker? 

 (A) hijacker (B) murderer (C) burglar (D) pickpocket (E) eyewitness 

40. What’s an example when society is in great disorder? 

 (A) less criminals on the streets 

 (B) crime rate increases 

 (C) crime rate improves 

 (D) crime rate doesn’t change  

 (E) public morality rises  

 

四、閱讀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I.   

It isn’t always easy for pedestrians to get around in a large city. A bustling 

city has many dangers that you should be aware of at all times. One of the many 

hazards people must face in Taipei is that of motorcyclists driving on the 

sidewalks. Taipei is often crowded during rush hours. Traffic can be horrible. 

Not only are the streets dangerous, but the sidewalks are unsafe as well.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walk without having a motorcycle roar up behind you. 

Some of the motorcyclists are searching for a parking space. Others are trying to 

avoid traffic on the streets. Either way, they can be a real headache for people 

who are walking. 

 Since motorcycles have to park on the sidewalks, there is no easy answer to 

this problem. One choice is to make separate areas for motorcycle parking. 

Another is to build special bridges above the sidewalks just for people. Right 

now, perhaps the best solution may be to make to motorcyclists get off their 

motorcycles when they are on the sidewalks. This way, everyone on the 

sidewalks will be on the same level.  (excerpted from GEPT Reading 

Comprehension by Jolihi Press, 2004) 

41. The article deals with _________________. 

 (A) pedestrians were injured by cars (B) a problem faced by 

pedestrians in Taipei 

 (C) rush hour traffic in a growing city (D) the joys of motorcycle 

riding 

 (E) the difficulties of finding a parking space in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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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_________________. 

 (A) everyone shouldn’t buy a car 

 (B) motorcyclist shouldn’t ride on the sidewalks 

 (C) pedestrians easily get injured 

 (D) cars should be allowed to park on the sidewalks 

 (E) people shouldn’t walk in Taipei 

43. What two solution options were mentioned in the above article? 

 (A) Bridges and parking spaces. 

 (B) Closing the sidewalks and fining pedestrians. 

 (C) Special hours for motorcycles and pedestrians. 

 (D) Traffic tickets and extra police. 

 (E) More cars and garages. 

44. What is the easiest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A) Having people walk on special bridges. 

 (B) Having people drive more carefully. 

 (C) Making people get off their motorcycle. 

 (D) Telling motorcyclists to drive slower. 

 (E) Making people drive on the road more often. 

45. What’s the closest meaning to the word “bustling” in the first paragraph? 

 (A) central (B) slow (C) empty (D) busy (E) dead 

46. Which statement is true? 

 (A) You should stay alert while walking on the sidewalks. 

 (B) To avoid traffic, people drive the cars on the sidewalks. 

 (C) Building a special bridge for motorcycle can be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D) Pedestrians can get in and out of the big city easily. 

 (E) It’s safe to walk on the streets during rush hour. 

 

II.   

 A new form of identification relies on DNA, which carries the genetic 

information of each person. Everyone’s DNA is different except for identical 

twins. DNA profiling or typing is sometimes called DNA fingerprinting because 

it allows police to identify an individual in the same way as fingerprints do. 

DNA can be extracted from any body fluid or from fragments of a body. 

 Forensic scientists do not look at the whole of a person’s DNA sequence, 

but rather a sub-set of a DNA profile. DNA profiles are a very powerful means 

of determining whether two or more samples may or may not have com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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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 person. If DNA profiles do not match, they came from different people. 

However, if they do match, there is still a very slight chance that they may have 

come from different people. 

 DNA is the same in every cell of the body, and stays the same throughout 

life. As such, DNA profiles taken at different times and places can be compared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y come from the same person.  

(excerpted from Professional Police English by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7. The article is about _____________. 

 (A) what DNA is  (B) how to make DNA 

 (C) where to store DNA (D) why fights DNA in the lab 

 (E) when to extract DNA 

48. What’s closest meaning to the word “means”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A) direction   (B) construction  (C) method  (D) threat  (E) area 

49. What’s NOT an example of extracting DNA from body fluid? 

 (A) blood   (B) flesh   (C) saliva  (D) sweat (E) nasal mucus 

50. Which statement is true? 

 (A) DNA typing is different from fingerprinting. 

 (B) Forensic scientists have to look at the whole set of a person’s DNA 

sequence. 

 (C) DNA is the same in every cell of the body, but doesn’t stay the same 

throughout life. 

 (D) Everyone’s DNA is different except for identical twins. 

 (E) One person’s DNA can only be taken at a specific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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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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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揚雄《法言．修身》言道：「或問：『何如斯

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

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

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

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

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請參酌前引古

文之思想，以「自重」為題，書寫作文一篇。 

貳、公文題（50分） 

一、下列事務應用何種公文處理為佳？並述其理由？（10

分） 

（一）警政署公開招考警務正若干名。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警員林蕙玲女士擬申請留職停

薪返家育嬰。 

二、近來警察機關部分員警紀律廢弛、風紀案件頻傳，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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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形象受創，為振衰起弊、提振士氣，試為警政署擬

乙致全國警察機關函：希加強機關內部管理，整肅員警

紀律。（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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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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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31 號解釋，檢察官或司法警察機關為犯罪偵查

目的，而有監察人民秘密通訊之需要時，原則上應向何者聲請核發通訊

監察書，方符憲法上正當程序之要求？ 

(A) 電信公司 (B) 上級機關 (C) 檢察官 (D) 

該管法院 

2.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設置各級行政區皆有一定的條件，設直轄市時，其

人口聚居最少需達多少人？ 

(A) 175萬人 (B) 150萬人 (C) 125萬人 (D) 

100萬人 

3. 憲法增修條文特別明訂應予保障政治參與權利之對象，不包括下列何

者？  

(A) 原住民族  (B) 退役軍人  

(C) 澎湖、金馬地區之人民 (D) 僑居國外之國民 

4. 關於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以參與審理之資深大法官充審判長 

(B) 憲法法庭不宜調度司法警察為搜索、扣押 

(C) 憲法法庭行言詞辯論，須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

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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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未參與憲法法庭辯論之大法官仍可於庭後參與評議判決 

5. 為規範及管理政治獻金，促進國民政治參與，確保政治活動公平及公正，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特制定「政治獻金法」。依據該法，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 所謂政治獻金包括黨費、會費在內 

(B) 得收受政治獻金者，以政黨、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為限 

(C) 政治獻金法之主管機關為監察院 

(D) 受捐獻人得收受外國人民、法人之政治獻金 

6. 依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之行政院組織法規定，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A) 行政院下設交通及建設部 (B) 行政院下設國家發展委

員會 

(C) 行政院設中央銀行 (D) 行政院置政務委員 3 人

至 5人 

7. 下列何者屬於立法院之職權？  

(A) 提案彈劾或罷免總統、副總統 (B) 提案彈劾或罷免行政院

院長 

(C) 提案彈劾或罷免司法院院長 (D) 提案彈劾或罷免監察院

院長 

 

8.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666 號解釋認為，社會秩序維護法對於從事性交易之

行為人，僅以意圖得利之一方為處罰對象，而不處罰支付對價之相對人，

其立法目的與憲法第 7 條之平等原則有違。該解釋文並對行政機關提出

建議，後續對於性交易之處置，宜採取： 

(A) 宜於 2 年內審慎規劃，制定禁制性交易活動罰則，以符善良風俗及

法律明確原則 

(B) 有限制性交易行為之必要時，得以法律或授權訂定法規命令，為合理

明確之管制或處罰規定 

(C) 在 2 年內審慎規劃，劃設性交易產業專區，以盡保護社會經濟弱勢

女性工作權之國家職能 

(D) 在 2 年內審慎規劃，劃設性交易產業專區，以維護國民健康與善良

風俗 

9.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民國 38年以前在大陸地

區依法令核定應發給之各項公法給付，其權利人尚未領受或領受中斷

者，應如何處置？ 

(A) 於適當時機，由兩岸兩會協商處理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Q0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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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兩岸金融管理機構以務實態度，協商處理 

(C) 於國家統一前，不予處理 

(D) 基於內戰歷史性原因所造成之破壞，公告已無法承諾及處理應給付

事宜 

10. 依據「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規定，中華民國專屬經濟

海域為鄰接領海外側至領海基線多少距離間之海域？ 

(A) 200浬 (B) 225浬 (C) 250浬 (D) 

275浬 

11.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對「原住民族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

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惟其依據的前提應是： 

(A) 平等與保護原則 (B) 國土合理規劃 (C) 國家發展 (D) 

民族意願 

12.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17號對於「性言論之表現與性資訊之流通」解釋，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性言論具猥褻本質，有違善良風俗，不屬憲法言論自由保障範圍 

(B) 以學術研究為目的之性言論得受憲法言論自由保障，其餘皆不屬保

障範圍 

(C) 不問是否出於營利之目的，皆受憲法對言論及出版自由之保障 

(D) 刑法第 235 條規定所稱猥褻之資訊、物品，其中「猥褻」屬評價性

之不確定法律概念，與法律明確性原則有違 

13. 每屆立法委員任期屆滿時，下屆不予繼續審議的議案是： 

(A) 法律案 (B) 人民請願案 (C) 預算案 (D) 

決算案 

1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

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

支出應如何編列？  

(A) 未予明訂 

(B) 應優先編列，但不得逾中央政府總預算百分之三十五 

(C) 應逐年增加編列，以中央政府總預算百分之二十五為限 

(D) 應優先編列 

15. 依立法院職權行使法，政府機關提出之議案或立法委員提出之法律案，

應先送程序委員會，提報院會朗讀標題後，即應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

但「經出席委員提議、連署或附議、表決通過者得逕付二讀」。得逕付

二讀案之連署或附議委員最少需要幾人以上？ 

(A) 12人 (B) 16人 (C) 20人 (D)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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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16. 依立法院職權行使法，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

令，若經立法院議決認為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原訂頒機關應予

更正或廢止。經通知後，原訂頒機關應在多久期間內完成前項更正或廢

止？ 

(A) 1個月 (B) 2個月 (C) 3個月 (D) 15

日 

 

 

 

17.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地方民意代表當選人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

確定，其缺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惟遞補人員之得票數

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的多少

比例？ 

(A) 二分之一 (B) 三分之一 (C) 四分之一 (D) 

五分之一 

18. 憲法第 7條主張平等權，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學校均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在各該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組成中，依規定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人數的多少

比例以上？ 

(A) 四分之一 (B) 三分之一 (C) 二分之一 (D) 

三分之二 

19. 以天賦人權及社會契約論，提供美國獨立革命的合理基礎；並以有限政

府及分權制衡的概念影響美國憲政權力架構的先哲。同時也是最早提出

財產權有兩個部份，即自然之物為「人人共有」，以及來自個人的勞動所

得的「私有財產」。此人是：  

(A) 布丹（Jean Bodin） (B) 盧 梭 （ Jean-Jacques 

Rousseau） 

(C) 霍布斯（Thomas Hobbes） (D) 洛克（John Locke） 

20.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 550號解釋認為，前述所稱之「國家」係指：  

(A) 兼指中央政府以及全體應保險國民而言 

(B) 兼指中央及地方而言 

(C) 專指中央而言  

(D) 專指行政院及直轄市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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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憲法第 20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兵役法亦規定在國防軍事

無妨礙時，以不影響兵員補充、不降低兵員素質、不違背兵役公平前提

下，得實施替代役。現行規定一般替代役的類別包括： 

(A) 警察役  (B) 消防役 

(C) 社會役  (D) 環保役 

(E) 農業服務役 

22. 為端正政風，確立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實施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

下列敘述何者屬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範意旨？ 

(A) 無給職之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應申報財產 

(B) 司法警察主管人員應申報財產，其範圍另定之 

(C) 公職人員生活與消費顯超過薪資收入者，且查有證據，得經中央政

風主管機關核可後，指定其申報財產 

(D) 總統、副總統公職候選人之財產申報機關為監察院 

(E) 公職人員應於就（到）職 6個月內一律申報財產 

23. 貪污治罪條例第 6-1 條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關

係人」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 3 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

時，得命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前述法條之「關係人」包括： 

(A) 父母  (B) 成年子女 

(C) 未成年子女  (D) 配偶 

(E) 同一戶籍內之兄弟姊妹 

 

 

 

 

 

24.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09 號解釋，針對「都市更新條例」認為有部份條

文未符合憲法之要求或意旨。在該解釋文中所列舉有違或不符憲法意旨

者包括： 

(A) 與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不符 

(B) 與憲法要求之法律保留原則不符 

(C) 有違憲法保障人民居住自由之意旨 

(D) 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表達自由之意旨 

(E) 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25. 邇來社會頻傳兒童受虐致死案件，致使「兒童生存權」成為全體民眾皆

應加以正視的課題。下列敘述中，哪些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A0000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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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法」之規範意旨？ 

(A) 所稱「兒童」指未滿 13歲之人 

(B) 胎兒出生後 30 日，父母應將相關資料通報衛生主管機關，其為死

產者，則免予通報 

(C) 交通及醫療等公、民營事業應提供兒童及孕婦優先照顧措施 

(D)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應辦理兒童及少年安全維護措施 

(E) 警政機關針對保護兒童及少年的主管權責，包括對於兒童及少年人

身安全之維護及觸法預防、失蹤兒童及少年、無依兒童及少年之父

母或監護人之協尋等相關事宜 

26. 依據憲法主權在民之原則，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行使，訂定「公民投

票法」。下列選項何者符合公民投票法規範意旨？ 

(A) 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 

(B) 全國性公民投票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地方性公民投票之主管機關

為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 

(C) 預算、租稅事項可以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D) 薪俸及人事事項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E) 立法院提案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公民投票，提案經否決者，自

該否決之日滿 2年起，始得就該事項重行提出 

27.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89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符合該解釋意旨？ 

(A) 新聞採訪者以跟追方式進行採訪，不問理由皆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裁罰 

(B) 新聞採訪自由足以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應給予絕對的保

障 

(C) 人民隨時任意前往他方或停留一定處所之行動自由，應給予絕對之

保障 

(D) 個人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念得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

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並受法律

所保護 

(E) 勸阻不聽之要件，具有確認被跟追人表示不受跟追之意願或警示之

功能，若經警察或被跟追人勸阻後行為人仍繼續跟追，始構成經勸

阻不聽之不法行為 

28.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修改憲法須依一定之程序及要件進行，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 修憲之提議須經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之提出 

(B) 議決修憲之提議時須有立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 

(C) 修憲之提案須有立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出席立法委員四分之三

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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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立法院提出之憲法修正案，經公告半年後，由全體國民投票複決 

(E) 現行修憲不適用憲法本文第 174條之規定 

29.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行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哪些議案，如認為有

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立法院覆議？  

(A) 戒嚴案   (B) 條約案 

(C) 大赦案   (D) 法律案  

(E) 預算案 

 

 

 

30. 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

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B) 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若以回復原狀為適當者，得依請求回復原

狀 

(C) 國家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 5 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 

(D) 國家賠償所需經費，應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之 

(E) 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請求權人不得要求賠償義務機關暫

先支付醫療費或喪葬費 

31. 為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總統於民國 98年 4月公布實施簡稱為「兩公

約施行法」之法律，將聯合國兩公約國內法化。前述簡稱之「兩公約」

包括： 

(A) 組織權及團體協商權原則之應用公約 

(B)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C) 防止及懲治殘害人權罪公約 

(D) 消除各種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E)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32.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99號解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4

項前段規定，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同條第 1 項第 1 款酒精濃度測試之檢

定者，吊銷其駕駛執照。同條例第 67條第 2項前段復規定，汽車駕駛人

曾依第 35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3 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

照。又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14 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第 68 條另規定，汽

車駕駛人因第 35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而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者，吊銷其持

有各級車類之駕駛執照。」上開規定概皆： 

(A) 與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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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尚無牴觸 

(C) 與憲法保障人民行動自由之意旨無違 

(D) 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無違 

(E) 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行動自由之意旨 

33.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54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無違該解釋之意

旨？  

(A) 羈押法規定，「律師接見受羈押被告時，不問是否為達成羈押目的或

維持押所秩序之必要，亦予以監聽、錄音」違反憲法第 23 條比例

原則之規定 

(B) 羈押法規定，「對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監聽、錄音所獲得之資

訊，得以作為偵查或審判上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牴觸憲

法第 16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 

(C) 羈押法規定，「對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監聽、錄音所獲得之資

訊，得以作為偵查或審判上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尚無牴

觸憲法第 16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 

(D) 羈押法規定，「被告在所之言語、行狀、發受書信之內容，可供偵查

或審判上之參考者，應呈報檢察官或法院」尚無牴觸憲法第 16 條

保障訴訟權之規定 

(E)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受羈押被告之憲法權利之保障與一般人民所得

享有者，基本上具實質之差異，應受必要之限制 

34.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關於罷免公職人員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 公職人員就職後，隨時得由原選舉區選舉人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

案 

(B) 立法委員罷免徵求連署之期間為 60日 

(C) 罷免案投票人數不足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或同意罷免

票數未超過有效票數二分之一以上者，均為否決 

(D)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日起，4 年內不得為同一公

職人員候選人 

(E) 被罷免人於罷免案進行程序中辭職者，終身不得為同一公職人員候

選人 

 

 

 

 

35. 依立法院職權行使法，對於黨團協商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為協商議案或解決爭議事項，得由院長或各黨團向院長請求進行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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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協商 

(B) 黨團協商會議由各黨團逕自進行，立法院院長不需出席 

(C) 黨團協商會議，由各黨團負責人或黨鞭出席參加，並由各黨團輪流

主持 

(D) 立法委員應分別於每年 2月 1日及 9月 1日起報到，開議日由各黨

團協商決定之 

(E) 黨團協商經各黨團代表達成共識後，應即密封協商紀錄，並對外保

密 

36. 憲法第 130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20 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除

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年滿 23 歲者，有依法被選舉之權」。有關候

選人之年齡限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須年滿 40歲  

(B) 僑居國外國民立法委員選舉之全國不分區候選人，須年滿 35歲 

(C) 鄉（鎮、市）長候選人，須年滿 26歲   

(D)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候選人，須年滿 26歲 

(E) 直轄市長、縣（市）長候選人，須年滿 30歲  

37.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

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符合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之意旨？ 

(A) 大陸地區係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B) 禁止臺灣地區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結聯盟事宜 

(C) 禁止臺灣地區各級地方立法機關與大陸地區地方機關締結聯盟事宜 

(D) 經許可輸入臺灣之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尚不得在臺灣地區從

事廣告之播映、刊登或其他促銷推廣活動 

(E) 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之直系血親及配偶，年齡在 70 歲以上、

12歲以下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 

38. 依憲法增修條文制定之「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其所列舉的「國家安

全」包括： 

(A) 國防相關事項  (B) 內政相關事項 

(C) 外交相關事項  (D) 兩岸關係相關事項 

(E) 國家重大變故相關事項 

39. 最高法院檢察署設特別偵查組，以偵辦特殊重大貪瀆、經濟犯罪、危害

社會秩序等案件，依現行法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特別偵查組職司涉及總統、副總統之貪瀆案件 

(B) 特別偵查組職司涉及五院院長、部會首長之貪瀆案件 

(C) 特別偵查組職司涉及上將階級軍職人員之貪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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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E)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任期不受限制 

40. 現行法律規定兩岸人民往來對方地區，遇有重大突發事件時，致影響臺

灣地區重大利益或於兩岸互動有重大危害情形者，在行政院各機關及立

法院依法所為各項應變措施中，下列敘述何者無誤？ 

(A) 行政院得公告於一定期間內，禁止或限制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

區 

(B) 行政院公告禁止或限制台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措施，應經立法

院同意或追認 

(C) 立法院對行政院公告禁止或限制台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措施，

僅有質詢之權 

(D) 行政院不得禁止或限制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 

(E) 若禁止或限制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僅限涉及國家安全機密

之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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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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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交通問題都牽涉到「人」、「車」及「路」三大要素，而廣義的「路」

又應將環境天候等因素一併考慮，故此三者又可改稱為「人」、「車」、「環

境」，英文的縮寫為： 

 (A) HVE (B) HVR (C) MCE (D) 

MCR 

2. 下列何者可作為決定某段道路最高速限之依據？ 

 (A) 十五百分位速率  (B) 五十百分位速率  

 (C) 六十五百分位速率 (D) 八十五百分位速率 

3. 道路縱坡在百分之多少以上之路段得設立險坡標誌，用以促使車輛駕駛

人小心駕駛？ 

 (A) 5 (B) 6 (C) 7  (D) 8 

4. 反應時間因人而異，在交通工程上用於設計之平均值約為多少秒？ 

 (A) 1.0 (B) 1.5 (C) 2.0 (D) 

2.5 

5. 狹路或狹橋係指路面寬度或橋面淨寬不足多少公尺之路段或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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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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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停車再開標誌在下列何處所得免設之？ 

 (A) 安全停車視距不足之交岔道路次要道路口 

 (B) 行車速限在每小時 60公里以上之交岔路口 

 (C) 一年內有五次以上交通事故紀錄之路口 

 (D) 已設有號誌管制交通之路口 

7. 某甲以 60公里的時速行駛，見前方有事故車輛，甲見狀則踩下煞車並以

0.4的減速係數將車煞停，請問甲自踩下煞車後又行進了多少公尺？（選

出最接近者） 

 (A) 35 (B) 40 (C) 45 (D) 

50 

8. 若欲設計一可供駕駛人以時速 50公里並以 0.2之側向摩擦係數過彎之迴

轉道，請問該迴轉道之曲率半徑至少應為多少公尺？ （選出最接近者） 

 (A) 50 (B) 60 (C) 80 (D) 

100 

9. 標誌牌及附牌均應以支柱、支架或利用其他物體固定之，標牌下緣距地

面不得低於多少公分？ 

 (A) 150 (B) 160 (C) 180 (D) 

200 

 

10. 指定某種車輛禁止進入之標誌，同一標誌內所用圖案最多為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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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白實線設於同向分隔島兩側者，其作用為何？ 

 (A) 用以分隔同向車流 (B) 用以分隔對向車流 

 (C) 用以分隔快慢車道 (D) 用以指示路面範圍 

12. 行車管制號誌時制設計之週期長度原則為何？ 

 (A) 15～120秒 (B) 30～120秒 (C) 30～200秒 (D) 

60～200秒  

13. 鐵路平交道號誌雙閃紅燈，至少在火車駛抵平交道前幾秒即應開始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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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14. 假設有二連續上坡路段，其長度與坡度分別是 500 公尺的 2％與 500 公

尺的 6％，請問此路段的平均坡度為何？ 

 (A) 0.8 (B) 0. 4 (C) 0.0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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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15. 在現有街道和交通狀況下，單位時間在道路某處的每一車道上，依同向

行駛所能通過車輛的最大數量，稱為： 

 (A) 流量 (B) 容量 (C) 尖峰小時流量 (D) 

流率  

16. 下列何者為「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母法？ 

 (A)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B)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C) 公路法  (D) 省市自治條例 

17. 規定行車速率限制每小時之公里數，應為下列何者之倍數？ 

 (A) 5 (B) 10 (C) 15 (D) 

20 

18. 設於路段中，用以分隔同向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者為下列何種標線？ 

 (A) 白實線 (B) 白虛線 (C) 雙白實線 (D) 

雙白虛線 

19. 設於路段中，作為行車方向隨時間而改變之調撥車道線者為下列何種標

線？ 

 (A) 白實線 (B) 白虛線 (C) 雙白實線 (D) 

雙白虛線 

20. 車流在「停」或「讓」字標誌前的停等或減速行為，屬於下列何種延誤？ 

 (A) 運行延誤 (B) 固定延誤 (C) 行駛時間延誤 (D) 

停等時間延誤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禁制標誌之體形包括下列哪些形狀？   

 (A) 菱形  (B) 圓形 

 (C) 八角形  (D) 方形 

 (E) 六邊形 

22. 指示標誌的體形包括下列哪些形狀？ 

 (A) 梅花形  (B) 三角形 

 (C) 方形  (D) 交叉形 

 (E) 盾形 

23. 下列何者為縱向警告標線？ 

 (A) 減速標線  (B) 調撥車道線 

 (C) 路寬變更線  (D) 近障礙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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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近鐵路平交道線 

 

 

24. 禁止迴車標誌在下列哪些地點得免設之？ 

 (A) 設有枕木紋之地點 (B) 設有禁止右轉標誌之地

點 

 (C) 設有禁止左轉標誌之地點 (D) 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 

 (E) 劃有禁止超車線之路段 

25. 對黃色網狀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在不造成交通阻塞的前提下，本標線之範圍內可臨時停車 

 (B) 設有行車管制號誌路口應予劃設 

 (C) 未設有行車管制號誌路口，視需要劃設 

 (D) 接近鐵路平交道前應予劃設 

 (E) 需限制不得臨時停車之地點，視需要劃設 

26. 對匝道儀控號誌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為圓形紅、黃、綠三色燈號     

 (B) 為紅、綠二色燈號 

 (C) 其目的為限制車輛進入高（快）速公路主線 

 (D) 其目的為加速車輛進入高（快）速公路主線 

 (E) 其設置位置為匝道入口處 

27. 對機器腳踏車優先車道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用以指示汽缸總排氣量未滿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之機器腳踏車優先行

駛 

 (B) 用以指示汽缸總排氣量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上之機器腳踏車優先行

駛 

 (C) 機器腳踏車以外之車種，在不妨礙機器腳踏車的前提下亦得占用行

駛 

 (D) 機器腳踏車以外之車種，除起步、準備停車外，不得橫跨或占用行

駛 

 (E) 機器腳踏車以外之車種，除準備臨時停車或轉向外，不得橫跨或占

用行駛 

28. 對半交通感應控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用於幹支道交通量相差懸殊之路口 (B) 用於支道交通量變化甚

大之路口 

 (C) 用於幹道交通量變化甚大之路口 (D) 其感應器僅設於支道上 

 (E) 其感應器僅設於幹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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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行人專用號誌依其運轉方式分為：  

 (A) 定時號誌  (B) 交通感應號誌 

 (C) 交通調整號誌  (D) 行人觸動號誌 

 (E) 路網觸動號誌 

30. 有關行車倒數計時顯示器之顯示與變換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顯示之數字應與紅燈剩餘秒數同時變換  

 (B) 顯示之數字應與綠燈剩餘秒數同時變換 

 (C) 顯示之數字，未達一百秒時，百位數字應不顯示零 

 (D) 顯示之數字，未達十秒時，十位數字應不顯示零 

 (E) 顯示為最後一秒後，不顯示零 

31. 設計交岔路口「行車管制號誌時制」時應考慮之因素，下列何者正確？ 

 (A) 車輛交通量  (B) 車輛流向 

 (C) 車速  (D) 行人穿越數 

 (E) 天候狀況   

32. 有關設有禁止停車標線路段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不得停放車輛  (B) 可以臨時停車 

 (C) 得停放自行車  (D) 以紅色實線標示 

 (E) 得免設禁止停車標誌 

33. 對公路行車安全距離辨識標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為白色橫向實線  (B) 線寬十五公分 

 (C) 每五十公尺一條  (D) 五條為一組 

 (E) 組數可視需要酌量增設   

34. 能影響車輛行駛之速率，下列何者正確？ 

 (A) 鋪面的材質  (B) 車胎之材質 

 (C) 超高  (D) 平曲線半徑 

 (E) 豎曲線長度 

35. 當車輛上、下匝道時，與其他車流可能發生下列何種運行現象？  

 (A) 分流  (B) 併流 

 (C) 滯流  (D) 交織 

 (E) 分支 

36. 行車管制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下列何者正確？ 

 (A) 在無其他標誌、標線禁制或指示下，圓形綠燈表示准許車輛直行或

左、右轉 

 (B) 在未設行人專用號誌之處，直行箭頭綠燈准許行人直行穿越道路 

 (C) 箭頭綠燈表示僅准許車輛依箭頭指示之方向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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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面對與圓形紅燈同亮之箭頭綠燈時，車輛得依箭頭綠燈之指示行進 

 (E) 面對圓形紅燈時，在未設行人專用號誌之處，行人不管有無箭頭綠

燈皆禁止通行 

37. 針對「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設於有行人專用時相之號誌路口 (B) 其線型為 X 字型平行白

色實線 

 (C) 分全日性及時段性 (D) 線寬十公分 

 (E) 同一路口可依需求同時劃設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 

38. 針對「指向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用以指示人、車行進方向  

 (B) 以白色箭頭劃設於車道上 

 (C) 以直線與弧形合併之分岔箭頭指示轉出車道  

 (D) 以弧形虛線箭頭指示轉彎 

 (E) 與禁止變換車道線配合使用時，車輛須循序前進，並於進入交岔路

口後遵照所指方向行駛 

39. 規劃行人專用號誌時，所依據之行走速率，下列何者正確？  

 (A) 一般使用一公尺／秒 (B) 學童眾多地點使用零點

八公尺／秒 

 (C) 商業區使用零點五公尺／秒 (D) 盲人音響號誌處使用零

點五公尺／秒 

 (E) 住宅區使用零點八公尺／秒 

40. 針對實施速率管制能改善肇事情況的理由，下列何者正確？ 

 (A) 較低的速率能減短煞車所需要的距離 

 (B) 較低的速率能提供駕駛較長的反應時間 

 (C) 較低的車速能減輕肇事的嚴重性  

 (D) 較低的車速能減少超車的需求 

 (E) 較低的車速能增加公路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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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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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俗稱之「車禍」，下列何者不是法規或政府機關之正規用語？  

 (A) 道路交通事故  (B) 汽車交通事故  

 (C) 機動車交通事故  (D) 運輸交通事故   

2. 超過 24小時死亡之道路交通事故，係屬於下列哪一類？ 

 (A) A1類  (B) A2類  

 (C) A3類  (D) 重要類 

3. 當您處理 A3類道路交通事故時，下列何者是您應製作之公文書？ 

 (A) 實施現場測繪、攝影 (B)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比例

圖 

 (C) 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 (D) 道路交通事故刑案移送

書 

4. 當您處理 A2 類道路交通事故時，下列何者是您必須首先完成製作之公

文書？ 

 (A)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B)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 

 (C)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比例圖 (D) 車體跡證攝影存證 

5. 您前往處理一件 A2類交通事故時，若發現現場範圍約有 50公尺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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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彎曲，且車輛終止位置附近正好有兩棵樹木。當展開現場跡證測繪定

位時，應採取何種方法最為正確且便捷？ 

 (A) 四邊形定位法 (B) 極座標定位法 (C) 直角座標定位法 (D) 

三定點定位法 

6. 承上題，雙方駕駛人均在現場，甲機車騎士對您宣稱「乙大貨車同向追

擦撞我之後，沒有立即停車，想逃走；他在無法逃走的情況下，才將車

輛停在前面 100公尺處」；而乙司機向您解釋「我是為了不妨礙交通，所

以才將車輛開到前面的路邊停下」。經查當地速限為 50 公里，乙大貨車

未超速行駛。請問乙肇事後未立即停車之行為，有無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之規定？ 

 (A) 違反規定，屬肇事逃逸之行為 (B) 違反規定，屬駛離現場

之行為  

 (C) 違反規定，屬任意移動肇事車輛之行為 (D) 未違反該條例之任何規

定 

7. 承上題，在同向擦撞後，甲機車騎士右小腿閉鎖性骨折、身體擦撞傷流

血、無法站立與行走、右手活動有障礙；乙大貨車司機無任何受傷，並

對您說「是機車從我車之右後方來追擦撞我車」。若現場無法確認兩車誰

前誰後及對應碰撞部位，於處理人員對兩車拍照存證後，請問對機車應

該如何處置才是正確適當之方式？ 

 (A) 交由騎士自行處理 (B) 提醒騎士通知其親友前

來處理  

 (C) 將機車扣留，但暫置於路旁 (D) 通知拖吊車將機車移置

保管 

8. 承上題，處理人員對大貨車應該如何處置才是正確適當之方式？ 

 (A)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立即扣車並查證  

 (B)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立即扣車並查證 

 (C) 請乙司機將大貨車自行開車到警用拖吊保管場      

 (D) 將大貨車放行 

9.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留有或存在諸多跡證，這些跡證可用以還原事故真

相，因此，現場應加以保護；請問對於「現場範圍的界定」，下列敘述何

者最適當？ 

 (A) 位於兩部肇事車輛終止位置之間  

 (B) 位於存在人、車、路等痕跡之範圍內 

 (C) 位於撞擊地點上下游各 0.5秒行車距離內   

 (D) 位於撞擊地點上下游各 2.5秒行車距離內 

10. 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警察於處理事故時，應於現場適當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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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放置明顯標識警告通行車輛，並於周圍設置警戒物保護現場。由於事

故現場範圍外，需儘可能維持車輛通行，但也必然產生通行車輛變更行

駛車道之問題；又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55條提示：「路

寬變更線之長度＝安全停車視距＋緩和區間線距離(L)＋20M」。上述有

關「安全停車視距」約為下列哪兩種距離之和？○1 緊急反應距離○2  2.5

秒反應距離○3 緊急煞車距離 ○4 煞車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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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11. 承上題，若以國道之車速為例，有關「緩和區間線距離(L)」之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1 與當地車速成正比 ○2 與車道縮減寬度成正比 ○3 與交

通量成正比 ○4  L＝0.625＋車速＋交通量 

 (A) ○4    (B) ○1 ○2  (C) ○2 ○3  (D) 

○1 ○2 ○3   

12. 為實驗車速與煞車痕長度間之關係，假設實驗車輛為一般之煞車系統(非

ABS煞車系統)，實驗路面之摩擦係數為 0.8，當以 40KPH的車速緊急煞

車時，請問現場留下之煞車痕約為幾公尺(最接近者)？ 

 (A) 6公尺   (B) 8公尺 (C) 10公尺 (D) 12

公尺 

13.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地點在快速道路之車道或路肩時，車輛故障標誌應立於

事故地點後方多遠處？ 

 (A) 40公尺    (B) 60公尺 (C) 80公尺 (D) 

100公尺 

14. 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重大交通事故？ 

 (A) 死亡 2人   (B) 傷亡 8人 (C) 受傷 16人 (D) 

肇事車輛運送危險物品 

案例題一：請依據照片 1及其說明回答第 15~20題 

 

 

 

 

 

 

 

   照片 1  該小客車(甲車)後右車角車損情形 

說明： 
1.車損(後右車角)：保險桿下方裂
開，煞車燈完全破損，方向燈未破。 

2.案情簡述：該車(甲車)於國道行駛
時發生事故，駕駛人死亡；與其發
生撞擊之大貨車(乙車)司機稱「我
行駛在中線車道上，正在超越外側
車道之聯結車(丙車)時，該甲車車
燈突然從外側車道逆著我車而來」。 

3.國道警察研判：對該照片註明「車
尾擦撞內側護欄情形」。 

4.事實：造成該車損部位之撞擊力方
向，是由左後向右前（以駕駛人之
方向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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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從照片 1之車損中，可得知該車於撞擊後，會如何旋轉？ 

 (A) 不會旋轉 (B) 順時針旋轉 (C) 逆時針旋轉 (D) 

旋轉方向不一定 

16. 從照片 1之車損中，該車損部位是否有撞擊到護欄？ 

 (A) 有，逆著行車方向撞內側護欄 (B) 有，順著行車方向撞外

側護欄  

 (C) 沒有，因為撞擊力大小不吻合 (D) 沒有，因為撞擊力方向

不吻合 

17. 從照片 1之車損中，可得知該部位與下列哪一物體之部位發生碰撞？ 

 (A) 外側護欄 (B) 內側護欄 (C) 汽車左前車角  (D) 

汽車右前車角   

18. 若為詳實確認照片 1 中之車損部位是撞到哪一種物體，針對該車損部

位，下列何者是最為必要之蒐證作為？ 

 (A) 拍攝該張車損照片 (B) 紀錄該車損部位之車漆

顏色 

 (C) 蒐集車燈碎片內之文字 (D) 請求鑑識人員來採集該

部位之車漆   

19. 承上題，若為詳實確認照片1中之車損部位是撞到哪一種物體(簡稱為「對

應物體」)，下列何種作為，最能釐清該對應物體為何物？  

 (A) 採集外側護欄撞擊部位之痕漆 (B) 採集內側護欄撞擊部位

之痕漆  

 (C) 採集丙聯結車左前車角之車漆 (D) 採集乙大貨車右前車角

之車漆 

20. 承上題，關於警察對照片 1 車損部位之蒐證作為、註明或載明的意見，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對於甲小客車後右車角車損部位之蒐證完整  

 (B) 警察對於照片 1 車損部位之研判，因為不夠客觀，可能因此喪失偵

破肇事逃逸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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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警察對於照片 1之註明，「車尾擦撞內側護欄情形」是正確的  

 (D) 警察對於照片 1之註明，若修改為「車尾擦撞外側護欄情形」，則是

正確的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警察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時，其職權係依據下列哪項法律？ 

 (A)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B) 警察職權行使法 

 (C) 刑事訴訟法  (D) 公路法 

 (E)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22. 警察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時，下列何者是其職掌內容？ 

 (A) 通報消防機關救護 (B) 管制現場，保護跡證 

 (C) 會同清點傷亡者之財物 (D) 現場勘查與蒐證 

 (E) 查驗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 

23. 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下列何者係導致傷、亡或財物損失之關係人？ 

 (A) 當事人  (B) 被害人  

 (C) 肇事人  (D) 見證人  

 (E) 代理人   

24.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後，警察對肇事者之處置，下列何者是採隨案移送方

式？  

 (A) 業務過失傷害案  (B) 過失重傷案 

 (C) 業務過失重傷案  (D) 過失致死案 

 (E) 業務過失致死案   

25. 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中之肇事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屬 A3類者均是現行犯 (B) 屬 A2類者均是現行犯 

 (C) 屬 A1類者均是現行犯 (D) 屬肇事逃逸者均是現行

犯 

 (E) 現行犯得逕行拘提之              

 

26. 甲小客車未打方向燈右轉，與其右側慢速直行之乙機車發生輕微碰觸，

事故發生後，甲下車探視乙，乙未受傷也無車損，乙未留下甲之聯絡資

料即同意甲離開；以上是經丙路人報案後，丁警察查證路口監視器發現

之情節。關於警察機關之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A) 甲轉彎車未讓乙直行車為主要肇因 (B) 乙直行車未注意車前狀

況為次要肇因  

 (C) 對甲舉發違規右轉彎 (D) 對甲舉發任意將肇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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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駛離現場 

 (E) 對甲舉發肇事逃逸                     

27.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時，關於肇事車輛現場終止位置的標繪定位，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 當事人於移動車輛前應先標繪     

 (B) 處理警察於變動車輛位置前應先標繪並攝影存證 

 (C) 已遭人為事後移動者，警察應於現場圖註記，但無需查明移動前之

位置 

 (D) 已遭人為事後移動且查明移動前位置者，警察應於現場圖註記，不

須測繪 

 (E) 經當事人標繪定位移置者，依其標繪位置測繪      

28. 兩部自小客車發生對撞事故，在現場跡證中，下列何者可以用來判斷「誰

侵犯路權」？ 

 (A) 刮地痕  (B) 車燈散落碎片  

 (C) 落土、落塵  (D) 煞車痕 

 (E) 車輛長度  

29. 兩部自小客車發生對撞之事故現場，於路面上有一道刮地痕，若欲釐清

哪一部汽車侵越道路中心線，警察應針對下列何種項目加以蒐證？ 

 (A) 測量車寬  (B) 對該刮地痕之起終點分

別測繪定位 

 (C) 對該刮地痕之端點實施特徵攝影 (D) 仔細勘查產生該刮地痕

之物體並對之攝影 

 (E) 對該刮地痕與道路中心線之橫向關係實施攝影 

30.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 30日後，案件當事人為瞭解肇事責任，得向警察機關

申請閱覽或提供下列哪些資料？ 

 (A) 閱覽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B) 閱覽現場監視器影像 

 (C) 提供現場圖  (D) 提供備份現場照片 

 (E) 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31. 道路交通事故實施現場測繪時，若選用直角座標法，現場應至少具備哪

些基準條件？ 

 (A) 一個基準點  (B) 兩個基準點 

 (C) 三個基準點  (D) 一條基準線 

 (E) 兩條基準線                        

32. 道路交通事故實施現場測繪時，下列何者可選用為基準點？ 

 (A) 號誌桿  (B) 車站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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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里程碑  (D) 路燈桿  

 (E) 交叉路口路緣線之交叉點                        

33.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中，有關人、車、物、痕等證物之標繪定位，下列何

者只需要兩個定位點即能正確定位？ 

 (A) 10公尺之直線煞車痕 (B) 機車 

 (C) 小客車  (D) 聯結車 

 (E) 彎曲之刮地痕                        

34.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草圖，是一種不按比例繪成之現場示意圖，通常係於

事故現場完成繪製；有關繪製現場草圖之注意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A) 是日後製作現場比例圖最主要的根據 (B) 可不用區分車體、物體

間大小之關係  

 (C) 應清楚區分跡證間左右、前後之關係 (D) 圖面可因文字之需要，

而過度擁擠 

 (E) 當場完成繪製者，應由當事人或在場人認定簽證               

案例題二：請依據照片 2-1、2-2回答第 35~40題 

 

 

 

 

 

 

 

 

 

 

 

35. 關於胎痕 1、胎痕 2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胎痕 1稱為拖痕  (B) 產生胎痕 1 時，輪胎已

完全鎖死  

 (C) 胎痕 2稱為滑痕  (D) 產生胎痕 2 時，輪胎已

完全鎖死 

    

      照片 2-1  胎痕 1                        照片 2-2  胎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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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胎痕 1、胎痕 2均為煞車痕           

36. 從照片 2-1之胎痕中，可直接獲得哪些資訊？ 

 (A) 行車方向  (B) 行車速度  

 (C) 行車方向由上往下行駛 (D) 該車未超越雙黃線行駛 

 (E) 該車左右兩輪煞車不平均   

37. 在兩部汽車發生對撞之事故型態中，留下類似照片 2-1 之胎痕特徵，及

其與路面之關係；若為查明該胎痕為哪一部車輛所留下，則下列哪些蒐

證作為，將顯得非常重要？ 

 (A) 對該胎痕測繪長度 (B) 對該胎痕測量寬度 

 (C) 將胎痕寬分別比對兩車之輪寬 (D) 將胎痕溝數分別比對兩

車之胎紋溝數 

 (E) 將胎痕位置分別比對兩車之行車軌跡   

38. 警察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於進行現場勘查時，若發現路面上有一道類似

照片 2-1 之新胎痕，乃進行詳細之測繪、完全之比對及週全之攝影，以

記錄保全該道胎痕跡證。若在該道胎痕跡證蒐證完全的情況下，請問該

道胎痕跡證能用以證明下列何種事項？ 

 (A) 屬於某一車輛所留下 (B) 屬於某一車輛某一輪所

留下 

 (C) 某車之行車軌跡  (D) 某車之行車方向 

 (E) 某車發現緊急危險時之位置   

39. 在照片 2-2中，有關於胎痕 2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是 ABS之煞車痕  (B) 是車輛高速轉彎時之煞

車痕 

 (C) 是車輛高速轉彎時之偏向拖痕 (D) 是車輛之加速拖痕 

 (E) 是路面不平所形成之煞車痕   

40. 關於胎痕 1、胎痕 2所透露之涵意，及警察蒐證之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A) 均應查明為哪一車哪一輪所留下 (B) 該兩張胎痕照片，均能

顯示行車方向 

 (C) 對該兩胎痕測量長度，均能得知車速 (D) 該兩張胎痕照片，均能

顯示輪胎轉動狀態 

 (E) 對胎痕之起終點，均應實施特徵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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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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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張三開辦安親班，為接送學生而安排「幼童專用車」提供服務，有關該

小客車所搭載的對象，下列何者正確？ 

 (A) 任何參加安親班的學生 (B) 安親班ㄧ、二年級的學

生 

 (C) 安親班未滿 7歲的學生 (D) 安親班未滿 8歲的學生 

2. 下列何者不是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規定的特種車輛？ 

 (A) 拖吊車 (B) 灑水車 (C) 憲警巡邏車 (D) 

掃街車 

3. 李四駕車發生交通事故，因車輛嚴重受損而將車輛辦理停駛，請問停駛

期間超過多久時，牌照將會被註銷？ 

 (A) 3個月 (B) 6個月 (C) 1年 (D) 2

年  

4. 有關汽車駕駛人違規行為處罰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正確？ 

 (A) 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罰鍰 

 (B) 行駛於高、快速公路時，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

處新臺幣三千元罰鍰 

 (C) 汽車駕駛人對於六歲以下或特別需要看護之兒童，單獨留置於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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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處新臺幣三千元罰鍰，並施以四小時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D) 小型車附載幼童未依規定安置於安全椅者，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

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5. 機器腳踏車於無標誌或號誌之路段，其行駛車道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正

確？ 

 (A) 在未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應在最外側二車道行駛 

 (B) 單行道道路應在慢車道及與慢車道相鄰之快車道行駛 

 (C) 除起駛、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  

 (D) 遇人潮稀少時，得在人行道有條件行駛 

6. 為減少道路交通危害發生，下列何者正確？  

 (A) 利用道路自行放置拖吊車    (B) 自行劃設停車格位 

 (C) 於流量稀少路段，利用道路曬稻榖 (D) 在交通島上賣玉蘭花 

 

 

 

 

 

7. 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者，下列何者正確？   

 (A) 處汽車所有人罰鍰，並記汽車違規紀錄 2次 

 (B) 處汽車駕駛人依規定記錄違規點數 1點 

 (C) 行經設有地磅處所 1 公里內路段，未依交通警察之指揮過磅者，處

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一萬二千元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 

 (D) 因而致人重傷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8. 政府機關為加強對小型車職業駕駛人之交通安全管理，依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規定，年滿 60歲之職業駕駛人，經體格檢查判定合格者，予以換發

有效期限 1年之新照。上述規定最高年齡可達幾歲？ 

 (A) 62歲 (B)65歲 (C)68歲 (D)70

歲 

9. 對於非屬汽車範圍而行駛於道路上之動力機械，其行駛之相關規定，下

列何者正確？ 

 (A) 未依規定請領臨時通行證者，處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

下罰鍰，並禁止其行駛 

 (B) 未依規定領有駕駛執照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九千元以下

罰鍰，並禁止其行駛 

 (C) 未依規定攜帶臨時通行證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三百元罰鍰 

 (D) 駕駛動力機械行駛於道路時，其駕駛人必須領有大貨車以上之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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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  

10. 有關汽車於車道上行駛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在單車道，汽車可與機器腳踏車並行行駛 

 (B) 於非尖峰時段，輕型機車可行駛人行道  

 (C) 行經多車道圓環，外側車道之車輛先通行 

 (D) 於峻狹坡路，下坡車應讓上坡車先行  

11.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發生下列何種行為，須吊銷其駕駛執照？ 

 (A) 利用汽車犯罪，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前  

 (B) 汽車駕駛人肇事致人受輕傷而逃逸  

 (C) 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因而致人受重傷 

 (D) 撞損正執行交通勤務中之警用車輛   

12. 汽車駕駛人患病且足以影響行車安全駕駛者，其相關處罰規定，下列何

者正確？ 

 (A) 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B) 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駕駛 

 (C) 如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車牌照 3個月  

 (D) 處汽車駕駛人記違規點數 1點 

13. 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途中，下列何者正確？ 

 (A) 可缺水、缺燃料  (B) 輪胎膠皮自然脫落  

 (C) 可臨時於路肩暫停 (D) 輪胎任一點胎紋深度均

應達 1.6公釐以上   

14. 舉發汽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有關案件移送機關之處理規定，下列

何者正確？ 

 (A) 汽車肇事致人受傷者，移送行為地處罰機關  

 (B) 以駕駛人或乘客為處罰對象者，移送其車籍地處罰機關   

 (C) 以汽車所有人為處罰對象者，移送其駕籍地處罰機關  

 (D) 駕駛人或乘客未領有駕駛執照者，移送其行為地處罰機關  

15. 舉發汽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下列何者依規定應當場暫代保

管其駕駛執照？ 

 (A) 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逾期 6個月以上  

 (B) 職業汽車駕駛人逾期審驗 6個月以上  

 (C) 使用吊銷或註銷之號牌行駛  

 (D) 拒絕接受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酒精濃度檢測   

 

 



道路交通法規4  

16. 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遇有濃霧、強風、大雨或其他特殊狀

況，致能見度甚低時，下列何者不正確？ 

 (A) 暫停於避車彎內     (B) 打開危險警告燈  

 (C) 立刻將時速降至 40公里以下 (D) 暫停於路肩   

17. 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誤入匝道，於車流量少時，可利用路肩謹慎倒車 

 (B) 遇路面較差時，可跨行車道行駛  

 (C) 流量少時，可利用減速車道之匝道超越前車 

 (D) 大型客車不得站立乘客   

18. 下列何者不是交通助理人員協助執行的工作項目？ 

 (A) 違規停車稽查     (B) 排除道路障礙  

 (C) 協助看管酒駕人犯 (D) 疏導道路交通   

19. 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時，其車道的使用規定，下列何者不正

確？ 

 (A) 大型車應行駛於外側車道，如欲超越前車時，僅能利用緊臨外側車

道之車道超越前車    

 (B) 載重之大貨車，行駛於長陡坡之下坡路段，除有特殊狀況，應行駛

外側車道，可變換車道  

 (C) 車輛行駛於長陡坡之爬坡道路段，其時速低於最低時速時，應行駛爬

坡道，並禁止變換車道 

 (D) 拖吊車輛執行拖吊任務時，除有特殊狀況，應行駛外側車道，並禁

止變換車道 

20. 汽車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行駛途中，因機件故障或其他緊急狀況無法

行駛時之處置，下列何者不正確？ 

 (A) 暫停於路肩時，應在故障車輛後方 50公尺至 100公尺處設置車輛故

障標誌警示之 

 (B) 應設法滑離車道，在路肩停車待援  

 (C) 無法滑離車道時，除顯示危險警告燈外，應在故障車輛後方 80公尺

至 100公尺處設置車輛故障標誌警示之 

 (D) 行駛於隧道內時，除顯示危險警告燈外，應在故障車輛後方 100 公

尺處設置車輛故障標誌警示之，並立即通知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某甲駕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惟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其違反之

行為，無處罰之規定時，仍可依下列何項法律處罰？ 

 (A) 市區道路條例    (B) 公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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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地方自治條例  (D) 社會秩序維護法  

 (E) 行政程序法   

22. 為防止車內乘客遭受火燒車之危害，下列何種車輛車內依規定應備有合

於規定之滅火器？ 

 (A) 大客車                            (B) 大貨車 

 (C) 囚車                              (D) 代用小客車 

 (E) 小型車附掛之廂式拖車  

23. 對於貨車裝載貨物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因為貨物較長，伸前長度最多不得超過車輛全長百分之十  

 (B) 因為貨物較長，伸後長度最多不得超過車輛全長百分之二十，且夜

間應用紅燈警示 

 (C) 裝載貨物之寬度，不得超過車身寬度百分之五 

 (D) 裝載貨物高度自地面算起，大型車不得超過 3.8 公尺，小型車不得

超過 2.85公尺 

 (E) 以大貨車裝載貨櫃者，除應有聯鎖裝置外，不得超出車身以外   

 

 

 

24. 非屬汽車範圍之動力機械，其行駛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對於臨時通行證之核發，係以向公路監理機關已申請登記領用牌證

者為限 

 (B) 須先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後，方得憑證行駛道路  

 (C) 對於顯有損壞道路、橋樑之虞者，不得核發臨時通行證 

 (D) 自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起，駕駛大型重型之動力機械者，應領

有大貨車駕駛執照 

 (E) 在同向二車道以上之道路，應行駛於最外側車道  

25. 裝載危險物品車輛應遵守之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A) 車頭及車尾應懸掛或黏貼危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 

 (B) 駕駛人應經專業訓練，並隨車攜帶有效之訓練證明書  

 (C) 隨車得攜帶非所裝載物品之物質安全資料表 

 (D) 裝載危險物品車輛停駛時，在橋樑、隧道 50公尺範圍內停車 

 (E) 行經高速公路時，應行駛外側車道，未禁止變換車道   

26. 於無標誌、無號誌且車道數相同之十字交岔路口，某甲駕車由西往東方

向行駛，某乙則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時，下列何者正確？ 

 (A) 甲車欲左轉彎、乙車也要左轉彎時，乙車應讓甲車先左轉彎 

 (B) 甲車欲直行、乙車要左轉彎時，乙車應讓甲車先直行之後再左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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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甲車欲直行、乙車也要直行時，乙車應讓甲車先直行之後再直行                                    

 (D) 無論甲車是否要直行或左轉彎，均應讓乙車先行 

 (E) 無論乙車是否要直行或左轉彎，均應讓甲車先行   

27. 張三駕車於上班途中，遇到下列那些車輛依規定應予禮讓？ 

 (A) 救護車      (B) 警備車 

 (C) 私立學校校車  (D) 駕訓班的教練車 

 (E) 殯儀館運靈車   

28. 下列那些活動應事先向警察機關申請核准，方可實施？ 

 (A) 在道路辦理馬拉松競賽  (B) 在道路曝曬稻穀  

 (C) 在道路舉辦歌唱比賽 (D) 在道路擺設宴席 

 (E) 在道路舉辦踩街活動   

29. 執行交通稽查勤務人員，對於駕駛人之交通違規行為，當場不能或不宜

攔截者，下列何者可以逕行舉發？ 

 (A) 搶越平交道      (B) 闖紅燈右轉  

 (C) 未依規定行駛車道 (D) 未保持安全距離 

 (E) 裝載貨物之貨車，行經設有固定地磅之道路，不依規定停車過磅 

   

30. 汽車有下列那些行為時，除處汽車所有人罰鍰外，並禁止其行駛？ 

 (A) 未領用號牌行駛  (B) 未依規定懸掛號牌行駛  

 (C) 使用矇領之號牌行駛 (D) 號牌借供他車使用仍行

駛 

 (E) 報停登記之汽車仍行駛   

31.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那些行為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

罰鍰外，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A) 領有大客車駕駛執照，駕駛重型機器腳踏車 

 (B) 駕駛執照逾有效期間仍駕車  

 (C) 領有小型車駕駛執照，駕駛重型機器腳踏車   

 (D) 使用吊銷之駕駛執照，駕駛輕型機器腳踏車 

 (E) 領有軍用車駕駛執照，駕駛非軍用車 

 

 

32. 汽車裝載行駛時，下列哪些情形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九千元

以下罰鍰，並責令改正或禁止通行，同時記汽車違規紀錄 1次？ 

 (A) 裝載整體物有超過規定之長度、寬度 

 (B) 裝載危險物品未依規定懸掛或黏貼危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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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汽車牽引拖架不依規定 

 (D) 貨車或聯結車之裝載不依規定，因而致人受傷者 

 (E) 大貨車裝載貨櫃超出車身之外   

33. 為維護行車安全，下列哪些處所不得臨時停車？ 

 (A) 行人紅磚步道   (B) 隧道內  

 (C) 慢車道  (D) 道路指示標誌前 

 (E) 道路修理路段   

34.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者，其處罰之相關

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

及吊扣其駕駛執照 1年  

 (B) 因而肇事致人重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 2 年；致人死亡者，吊銷

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C) 駕駛營業大客車之駕駛人，致人受傷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

再考領  

 (D) 於五年內若再經測試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2 次以上者，處新臺幣

九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

考領  

 (E) 對於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罰鍰，並當

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吊銷該駕駛執照及施予交通安全講習   

35. 計程車駕駛人，駕車執業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不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經處罰鍰後仍不辦理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B) 不依規定期限參加年度查驗者，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六百

元以下罰鍰  

 (C) 執業登記證未依規定安置車內指定之插座或以他物遮蔽者，處新臺

幣一千二百元罰鍰 

 (D) 在執業期中，犯竊盜、妨害自由、詐欺等罪，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

期徒刑以上之刑後，應吊扣其執業登記證 

 (E) 在執業期中，犯搶奪、故意殺人之罪，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者，

應廢止其執業登記，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36.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違規行為之處罰，下列何者正確？ 

 (A) 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二萬

四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及吊扣該汽車牌照 3個月 

 (B) 拆除消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因而肇事者，除處罰鍰外，並

吊扣駕駛執照 1年 

 (C) 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二萬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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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D) 未滿 18歲之駕駛人，其違規駕車之處罰，汽車駕駛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或監護人，應同時施予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E) 未滿 18 歲之駕駛人，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三條第

一、三項之規定者，得由警察機關公布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姓名 

37. 在不妨害行人通行或行車安全無虞之原則下，下列哪些單位得於人行道

設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供慢車行駛？ 

 (A) 警察局     (B) 縣市政府交通局  

 (C) 鄉、鎮、市公所工務課 (D) 道路養護區工務段 

 (E) 縣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38. 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而未嚴重危

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之行為，以不舉發為適當者，得施以勸

導，免予舉發，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 深夜時段（0至 6時）於車道上併排停車 

 (B) 汽車駕駛人因緊急救護傷患或接送身心障礙者上、下車，致違規停

車  

 (C) 汽車駕駛人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

逾每公升 0.02毫克 

 (D) 駕駛汽車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未逾百分之十 

 (E) 施以勸導時，應選擇於無礙交通之處實施，並對其口頭勸告避免再

次違反，之後即予放行  

39. 對於民眾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對於下列何

者應予舉發？ 

 (A) 同一違規行為再重複檢舉者      

 (B) 檢舉之違規行為時間距終了之日起，已逾 3個月  

 (C) 未具名檢舉，但違規事實具體明確  

 (D) 具名檢舉，但資料欠缺具體明確，致無法查證  

 (E) 同一種違規行為，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之具體明確事件 

40. 有關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

十三條第六項規定訂定  

 (B) 所謂：同向三車道或五車道中之中間車道，稱為中間車道  

 (C) 所謂：車道中可供汽車直駛之車道，稱為主線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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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所謂：交流道中為加減速車道及主線車道與其他道路間之連接部

分，稱為輔助車道  

 (E) 所謂：設於上、下坡路段主線車道外側，供時速低於最低速限之車輛行

駛之車道，稱為爬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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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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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偵查學是一門應用科學，其最主要目的在於研究什麼？ 

 (A) 偵查體制 (B) 偵查管理 (C) 偵查對策 (D) 

偵查邏輯 

2. 犯罪偵查包含一系列的過程，其中初始偵查(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階

段之目的是什麼？ 

 (A) 拘提與逮捕之法制作為    (B) 犯罪發生之真實性及類

別的調查  

 (C) 犯罪現場重建與證物處理 (D) 情報諮詢與佈建 

3. 下列哪一種蒐證方法常使用於室外現場，由同一位員警對於一個區域進

行交錯兩次之蒐尋，被認為是雖費時，但具有更徹底、更周密之優點？ 

 (A) 方格式(Grid)    (B) 線條式(Line) (C) 螺旋式(Spiral) (D) 

分區式(Zone)  

4. 濫用藥物之毒害或藥效中，有所謂的「強暴藥丸」與「動機缺乏症」，其

分別是指哪兩種毒品？ 

 (A) FM2與大麻    (B) LSD(俗稱搖腳丸)與大

麻  

 (C) MDMA(俗稱快樂丸)與 FM2 (D) K他命與MDMA 



犯罪偵查學2  

5. 下列四個選項均為適格之偵查人員應具備的條件，何者是最重要的？ 

 (A) 刑事法學之專業素養   (B)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C) 社會心理學運作技巧 (D) 邏輯思維與推理能力 

6. 住宅竊盜犯罪不容易偵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竊賊與屋主往往互不認

識 犯罪實體(corpus delicti)不容易確認 發現犯罪時，竊賊早已離去 

屋主往往無法明確指出遺失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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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情資訊息之處理流程包含如下要項：原始資料蒐集(collection of raw 

data) 訊息校對 (collation of information) 資料分析 (information 

analyzed) 統計處理 (probability statements developed) 訊息評估

(information evaluated) 策略制訂(strategies and tactics developed) 實施

行動(action or output)。其正確之次序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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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對於指認嫌犯之證人，最理想的情況為：該證人曾目睹犯罪之發生，而

且： 

 (A) 以前曾看過嫌犯一次 (B) 與嫌犯熟識 

 (C) 從未見過嫌犯  (D) 不確認是否見過嫌犯 

 

 

9. 根據統計，搶劫(robbery)犯罪之被害人於被搶過程中，致死或重傷之比

率並不高。下列哪一項是此情形之直接關連的原因？ 

 (A) 歹徒手持凶器威嚇使然    

 (B) 金融建築結構均已加裝硬體防搶裝置，歹徒不易下手 

 (C) 犯罪防制措施奏效，民眾防搶意識提高  

 (D) 歹徒知曉殺人罪刑期很重，不敢貿然下手   

10. 對於販賣毒品犯罪事實之認定、起訴與判決，下列何者為最關鍵之要件？ 

 (A) 是否為毒品之證明  (B) 交易買賣地點 

 (C) 毒品來源線索  (D) 買賣雙方嫌犯之人別身

分   

11. 對於已封鎖之現場，如果有民眾趁機進入，員警第一時間之處置應為下

列哪一項？ 

 (A) 因違反了刑訴法所賦予檢警實施現場封鎖之權責，應前往予以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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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污染破壞了偵查中應採驗與鑑識之重要跡證，應予以逮捕 

 (C) 口頭引導其退出封鎖線，予以告誡並紀錄其人別與聯絡資料  

 (D) 要求靜坐一處，不准其有任何走動、觸摸，直至採證完畢，以免破

壞跡證   

 

(第 12題--第 15題請依如下題幹內容作答) 

九歲大的小妮與八歲大的弟弟小傑在學校停車場玩耍。一名不明男子開車

過來，停在孩子們的旁邊，揮手示意叫他們過來，並且問孩子：「你們家住

在哪裡？」，小妮如實回答了。該男子藉故要載小妮外出買東西，馬上就會

載她回來，小妮不疑有他，就上車了。兩小時之後，小傑久候不到，因此

將所發生事情告訴了班導師，當天晚上，小妮並未回家。隔天早上，警方

接獲報案指稱某偏僻巷道內有一女屍，小妮疑似被刀刺死了。 

12. 現場已封鎖完畢，於警力有限之情況下，基於釐清兇殺真相之目的，下

列哪一種情況應優先調查與確認？ 

 (A) 立即約談詢問小傑及其導師，確認證詞內容之真實程度     

 (B) 學校停車場之監視器調閱及其影像內容之調查 

 (C) 該巷道現場及附近商店住家有無裝設監視器，若有，調閱查察其影

像內容   

 (D) 以車追人，先得知車牌、車型等情資，並立即尋找該車 

13. 下列哪一種物證最有可能成為證明兇手身分之直接證據？ 

 (A) 小妮屍體   (B) 清楚錄到該男子及其車

輛之停車場的監視器 

 (C) 小傑及導師之證詞與證明 (D) 後續所查扣到之該部車

輛 

14. 小妮屍體上呈現如下之證物，何者最能夠連結兇嫌？ 

 (A) 指甲縫內之他人皮膚屑細胞    

 (B) 衣服上黏附存留之纖維與唾液 

 (C) 隨身攜帶物品上所顯現出來的潛伏指紋  

 (D) 陰道棉棒之精液 

15. 假設警方於現場附近之草叢裡尋獲一支疑似作案的水果刀，刀柄為塑膠

材質，刀刃上並無明顯血跡，而在刀刃與刀柄連接處之凹槽疑似有少許

血跡。下列何種處理最恰當？ 

 (A) 先以寧海德林法顯現指紋，再以粉末法加強，最後再採證血跡  

 (B) 先以粉末法顯現指紋，再以氰丙烯酸酯法加強，最後再採證血跡 

 (C) 先採證血跡，再以寧海德林法顯現指紋，最後再以粉末法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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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先採證血跡，再以氰丙烯酸酯法顯現指紋，最後再以粉末法加強

   

 

 

 

 

 

(第 16題--第 20題請依如下表格訊息作答) 

  

16. 上表乃調閱嫌犯甲之遠傳電信公司的模擬通聯紀錄，其種類應為下列何

者？ 

 (A) 單向 (B) 雙向 (C) 手機序號 (D) 

基地台 

17. 嫌犯甲共撥通幾次的電話？打給多少人？請選出最有可能之選項： 

 (A) 5通，3人 (B) 3通，5人 (C) 5通，4人 (D) 4

通，3人 

18. 國碼 86為哪一國(區域)？ 

 (A) 菲律賓 (B) 中國大陸 (C) 印尼 (D) 

香港  

19. 嫌犯甲通話時，其所處位置在移動中的，從表格判斷最少應有幾通？ 

 (A) 0通  (B) 1通 (C) 2通  (D) 3

通 

20. 第 7列欄位基地台資訊呈現空白之原因，最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A) 處在基地台訊號太弱之狀態    (B) 透過別家基地台漫遊來

通話 

 (C) 所處位置無遠傳公司基地台 (D) 基地台訊號因故中斷之

現象 

 查詢號碼：9*6*711** 查詢日期：2001/02/07 – 2001/02/15  

列 類別 國碼 調閱號碼 國碼 通話對象 日期 起始時間 起始基地台 結束基地台 

  地區碼 IMEI 地區碼 IMEI  結束時間 站台位址 站台位址 

1 MOC  9*6*711**  967--- 2001/02/07 08:34:27 1 ,  1435 ,  157 12 1 ,  1 4 3 5 ,  1 5 8 3 1 

2   448835185180160    08:40:38 ○ ○縣 樹 人 路 … ○ ○ 縣 文 化 二 路 … 

3 MOC  9*6*711** 86 73182922--- 2001/02/08 08:35:23 1 ,  1435 ,  157 12 1 ,  1 4 3 5 ,  1 5 7 1 2 

4   448835185180160    08:36:06 ○ ○縣 樹 人 路 … ○ ○ 縣 樹 人 路 … 

5 MOC  9*6*711**  916***543 2001/02/09 00:02:36 1 ,  128 1 ,  4 56 11 1 ,  1 2 8 1 ,  4 5 6 1 1 

6   448835185180160    00:03:12 ○ ○ 縣 竹 ○ 鎮 … ○ ○ 縣 竹 ○ 鎮 … 

7 MOC  9*6*711  916***543 2001/02/09 02:12:33   

8   448835185180160    02:13:12   

9 MTC  9*6*711 886 916***543 2001/02/09 02:22:03 1 ,  128 1 ,  4 56 11 1 ,  1 2 8 1 ,  1 5 6 1 2 

10   448835185180160  449206300824020  03:23:45 ○ ○ 縣 竹 ○ 鎮 … ○ ○縣竹 ○鎮竹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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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犯罪偵查之本質工作包含下列哪些內容？ 

 (A) 分析情資以過濾排除無辜者 (B) 妨害安寧秩序之案情調

查 

 (C) 調查尚未報警之非法活動 (D) 可能為犯罪者之兇嫌鑑

別 

 (E) 疑似涉案證物之鑑識與處理   

22. 下列有關偵查詞彙的意義或闡釋，請選出正確者： 

 (A) 犯罪現場(crime scene)：任何可以找到與該犯罪有關跡證的處所均得

以稱之    

 (B) 犯罪地圖比對(crime mapping)：執法機關針對犯罪事件之型態與特性

以地圖化方式比對、檢視、分析的策略 

 (C)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針對特定地區所

發生之各類刑案，結合罪犯剖繪所得資訊，系統性地建置犯罪人、

被害人、地區特性之地緣連結系統 

 (D) 白領犯罪(white-collar crime)：與商業有關或於金融職業活動中所從

事之犯罪行為，不以高職位者為限 

 (E) 主動式偵查(proactive investigations)：犯罪發生之後，權責機關主動

協調整合相關偵辦單位並且擬訂一系列偵查策略與計畫之積極性偵

查作為 

23. 下列有關濫用藥物之劑類、毒品管制級別與處罰之規定，請選出正確者： 

 (A) 僅運輸而無製造販賣第一級毒品者，不至於判死刑或無期徒刑 

 (B) 以欺瞞方法使人施用第一級毒品者，有可能處死刑 

 (C) 甲基安非他命是興奮劑類，第二級  

 (D) K他命是興奮劑類，第三級 

 (E) 海洛因(heroin)是幻覺劑類，第一級   

 

 

24. 有關檢警執行犯罪調查與詢(訊)問之時間計算，請選出正確者： 

 (A) 司法警察逮捕嫌犯後，應於抵達解送處所之時起 16小時內，請檢察

官複訊  

 (B) 檢警不得於夜間進行詢(訊)問，所謂夜間乃指午後 11 時至翌日午前

6時 

 (C) 犯罪嫌疑人需由通譯傳譯，等候通譯到場之時間，不得逾 6 小時

  

 (D) 辯護人之等候時間，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不得逾 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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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辯護人於指定之時間、地點未準時到場，員警即得以進行筆錄製作 

25. 關於辯護人之權限，請選出正確者： 

 (A) 於偵查中不得檢閱卷宗、證物或抄錄、攝影，但於審判中則均可   

  

 (B) 於檢警詢(訊)問時，得陳述意見，並且原則上，得以手寫方式記錄詢

問要點 

 (C) 辯護人接見犯罪嫌疑人時，得要求司法警察人員迴避  

 (D) 得接見偵查中之嫌犯，時間不得逾 1小時，但不以一次為限 

 (E) 詢問證人非有必要，犯罪嫌疑人不得在場，但該嫌犯之辯護人得在

場   

26. 某處民宅發生重大竊盜案件，依據「刑事鑑識手冊」之現場勘察規定，

請選出正確之次序步驟？ 

 (A) 欲探究侵入口及路徑：宜由內而外，先從戶內現場中心逐步往戶外

勘察    

 (B) 追蹤逃逸所遺留跡證：宜由近而遠，以現場為中心，由點而線，由

平面至立體，向外延伸 

 (C) 為確保物證不受污染：宜由顯至潛，跡證明顯者先行採證，再逐步

發掘潛伏之跡證 

 (D) 基於有效採證之考慮：宜由高而低，尋找制高點，進行全面觀察後，

由天花板開始勘察，依次是牆壁、窗、門，而後及於地面 

 (E) 為避免有所遺漏：由左而右，或由右而左均可  

27. 有關死亡後屍體早期現象的敘述，請選出正確者： 

 (A) 死後僵直(rigor mortis)：死亡第三天比死亡第一天更僵硬  

 (B) 屍斑(livor mortis)：顏色並不一定都是青紅色 

 (C) 屍體腫脹(body bloat)：腸道內之細菌與微生物移位至屍體其他組織

所引起 

 (D) 濁白角膜(cloudy cornea)：色澤與死因有關，因此不可作為死亡時間

之估計 

 (E) 死後間隔時間(postmortem interval, PMI)：死後麗蠅或昆蟲抵達屍體

之時間估算 

28. 屍體痙攣(cadaveric spasm)在偵查訊息上可作為自殺、他殺之研判，請選

出其正確之特性： 

 (A) 部位：乃是局部特定之肌肉群，而非全身性的僵硬 

 (B) 原因：與死後僵直(rigor mortis)之發生原因相同，但產生部位不同 

 (C) 持續時間：直至腐敗亦難見緩解 

 (D) 必然性：手持凶器自殺者必然會產生之手部肌肉的緊張應力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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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真實性：無法由他人偽造、變造、誘發而顯現出來   

29. 現今的刑事 DNA鑑定能夠提供偵查人員下列哪些訊息？ 

 (A) 檢體源自何種組織     (B) 重大疾病 

 (C) 動物種屬鑑別 (D) 年齡層別 

 (E) ABO血型   

30. 下列哪些情況或證物具有證據能力？ 

 (A) 催眠人員專業合格，被告身心及意識均正常且已經其同意之催眠結

果      

 (B) 測謊儀器與環境良好，測謊人員合格，被告意識正常且已經其同意

之測謊結果 

 (C) 依法定程序蒐證之監聽錄音譯文，勘驗後確認真實之證據 

 (D) 證人於審判外對檢警陳述之證詞 

 (E) 鑑定人未履行具結程序之鑑定意見 

 

 

 

 

31. 下列有關犯罪動機之敘述，請選出正確者： 

 (A) 犯罪動機並非起訴與有罪判決之必要條件      

 (B) 一般而言，犯罪動機在各類刑案的偵辦上都具有高價值  

 (C) 除了物證之外，動機也能連結被害人與兇嫌  

 (D) 動機訊息可以縮小可能之嫌犯的範圍 

 (E) 動機訊息之調查，通常僅能從嫌犯獲得 

32. 關於跟蹤尾隨(stalking)之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 定義：故意且重複性地跟蹤，意圖接觸、騷擾、恐嚇特定之他人    

  

 (B) 尾隨行為乃是個人隱私權之被侵犯，通常不至於發生身體生命上之

危險 

 (C) 色情狂躁型(erotomania)之尾隨者，會妄想認為被跟蹤者與其陷入戀

愛之中 

 (D) 愛情執迷型(love obsession)之尾隨者，通常與被跟蹤者並不認識，卻

執意尾隨，意欲引起被跟蹤者的注意 

 (E) 單純執迷型(simple obsession)之尾隨者，通常與被害人認識，例如離

職員工或離婚夫妻 

33. 依法被逮捕之嫌犯，有相當理由足認為可做為證據之情況下，偵查員警

得對其採取哪些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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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毛髮  (B) 唾液 (C) 精液 (D) 尿 液

 (E) 血液   

34. 搶劫嫌犯及其犯罪特性包含哪些？ 

 (A) 歹徒與被害人之關係：通常是互不認識    

 (B) 犯案時機：最常發生於被害人旅遊、休閒、購物之時 

 (C) 犯案時間：最常發生於深夜  

 (D) 交通工具：通常使用偷來之車輛或車牌作案 

 (E) 時間總長：相較於其他暴力犯罪，犯案所花時間少很多  

35. 對於犯罪嫌疑人之偵查詢問與筆錄製作，請選出正確者： 

 (A) 筆錄應採一人詢問，另一人記錄之方式為之，製作完成後，請嫌犯

依筆錄內容朗讀確認，並予以錄音記錄      

 (B) 不得在夜間詢問嫌犯，但經其本人自願性同意，仍可進行之 

 (C) 特意利用深夜時段詢問嫌犯並取得了對嫌犯不利之供詞，但該供述

係出於嫌犯之任意性自白，則此供詞仍得為證據 

 (D) 詢問時應有耐心，以一次始末連續詢問完畢，俾利整體事實真相之

呈現 

 (E) 嫌犯有數人時，所有的嫌犯享有要求對質之權利，且原則上不得拒

絕  

36. 有關犯罪模式(modus operandi, MO)在偵查上之應用或觀念，請選出正確

者： 

 (A) 犯罪一定有其犯罪模式      

 (B) 犯罪模式可作為證明犯罪之證據 

 (C) 犯罪模式可用以從事嫌犯心理剖繪或人格特質之推論  

 (D) 同一竊嫌所犯下之多次竊盜犯罪，其犯罪模式仍會有變異 

 (E) 犯罪模式可用來縮小可能之嫌犯的範圍  

37. 關於約談(interview)與偵詢(interrogation)之比較與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 約談主要是針對被害人與證人之談話 

 (B) 偵詢主要是針對犯罪嫌疑人之筆錄製作 

 (C) 約談不具指控性；偵詢具有指控性 

 (D) 最終目的：兩者均為找出罪犯與排除無辜者之涉嫌性 

 (E) 內容形式：約談為開放式；偵詢為結構式 

 

 

 

 

38. 關於「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之觀念，哪些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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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兩者之差異主要是待證事實之不同 

 (B) 直接證據之證明效果必然大於間接證據 

 (C) 兩者均包含人證與物證 

 (D) 嫌犯之自白可當直接證據 

 (E) 指紋乃人各不同，因此證物上之指紋可作為該遺留者犯案之直接證

據  

39. 目擊證人對於案件之偵查相當重要，下列哪些情況將直接影響證詞之可

信度(reliability)？ 

 (A) 生理機能之正常程度，例如：目力、聽力、反應時間 

 (B) 一般人智商範圍之智力差異，例如：智商 80與 110 

 (C) 目擊時之情緒，例如：害怕、生氣  

 (D) 個人之內在因素，例如：偏見、個人興趣 

 (E) 案發時之外在環境，例如：天氣、物體障礙   

40. 偵辦擄人勒贖案件，偵查員警與被害家屬配合之要領，下列哪些正確? 

 (A) 家屬乃屬同一陣線，因此溝通過程基本上無須錄音     

 (B) 儘量不要與家屬聯繫，以免歹徒得知而危及肉票 

 (C) 告知家屬不要接受媒體採訪 

 (D) 告知家屬應與歹徒多多聯繫 

 (E) 出入家屬住宅應裝扮成家屬，始能自由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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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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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硝酸銀法顯現子彈上潛伏指紋係基於何種反應原理？ 

 (A) 氧化還原 (B) 吸附作用 (C) 硝化反應 (D) 

沈澱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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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是幻覺劑？ 

 (A) cocaine (B) MDMA (C) LSD (D) 

GHB 

4. 下列氣體分子，何者具有 3鍵的共價鍵？ 

 (A) CO2 (B) H2 (C) O2 (D) N2 

5. 飲酒後一段時間，下列各選項之酒精含量與全血酒精含量的比值何者為

最高？ 

 (A) 腦 (B) 肝 (C) 唾液 (D) 

尿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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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列何種儀器適合進行各漆層表面結構及金屬元素的定性分析？ 

(A) 氣相層析/質譜儀  (B) 掃描電子顯微鏡/能譜分

析儀   

(C) 核磁共振光譜儀  (D) 原子吸收光譜儀 

7. 於顯微鏡下呈現天然撚回絲帶狀（ribbonlike shape）不規則的捲曲型態

特徵（如下圖），可能是 何種纖維？ 

(A) 亞麻纖維   

(B) 醋酸纖維   

(C) 棉纖維   

(D) 羊毛纖維 

 

8. 使用顯微鏡觀察物證時，若 A物鏡之 NA 值為 0.75，B物鏡之 NA值為

0.25，則 A物鏡對於光的蒐集能力是 B物鏡的幾倍？  

(A) 3 (B) 9 (C) 27 (D) 

1/3 

 

9. 下列哪一顯微影像可能為兔子毛髮之表皮鱗片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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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依據美國材料與試驗協會(ASTM)之標準分類，汽油類是屬於第幾類？ 

(A) 第 0類 (B) 第 1類 (C) 第 2類 (D) 

第 3類 

11. 關於屍體現象之描述何者正確? 

(A) 屍體死後初期較後期溫度下降為快 

(B) 通常死後 9小時若變換體位則大部分的屍斑會消失 

(C) 通常死後 8小時全身關節就全部僵直 

(D) 通常死後 10~12小時眼角膜就完全不透明  

12. 下列關於玻璃折射率分析之相關描述何者正確？ 

(A) 折射率是光在某一介質中的速率與在真空中速率的比值  

(B) 介質的折射率（refractive index，RI）= sin r / sin i，r是折射角，i是

入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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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介質之溫度越高則其折射率會越低 

(D) 光源之波長愈短測得的折射率會愈低 

13. 下列何種纖維屬於半合成纖維？ 

(A) 合成蜘蛛絲 (B) 膠原蛋白纖維 

(C) 甲殼素纖維 (D) 聚丙烯腈系纖維 

14. 下列哪些方法可應用於纖維鑑定中的非破壞性分析？ 

(A) 薄層層析法  (B) 顯微分光光譜法  

(C) 原子吸收光譜法  (D) 導感偶合電漿原子發射

光譜法(ICP-AES) 

15. 下列何者屬於二級高爆藥？ 

(A) 史帝芬酸鉛(lead styphnate) (B) 雷汞(mercury fulminate) 

(C) Pyrodex火藥 (D) 水膠炸藥 (slurries and 

water gels)   

16. 關於 ABO血型系統之描述何者正確？ 

(A) 屬於白血球表面抗原 (B) A型者血清中會有 H抗

體 

(C) O型者血清中同時具有 A及 B抗體 (D) AB型者血球表面不可

能會有 H抗原   

17. 以 PAN（1-(2-pyridyl-azo)-2-naphthol）進行呈色試驗通常應用於何種體

液之初步鑑別？ 

(A) 血液 (B) 精液 (C) 唾液 (D) 

尿液   

18. 以下關於 DNA概念之描述何者正確？ 

(A) 動物粒線體基因體較植物者為大  (B) DNA 單元是由氮鹼

基、核糖及磷酸根所組成 

(C) DNA是採行完全保留複製   (D) 一個人類腦細胞之染色

體約含有 60億個鹼基 

      對 

19. 大牛（假設父）及小牛（小孩）以 DNA 分析進行親子鑑定，若其親子

確認率為 98％，以下描述何者正確？ 

(A) 其親子指數為 98    

(B) 大牛成為小牛生父之機率是隨機男子成為小牛生父機率之 49倍 

(C) 其親子指數為 294   

(D) 大牛成為小牛生父之機率是隨機男子成為小牛生父機率之 9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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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於燒傷症狀之描述何者正確？ 

(A) 成人受 15％以上之火傷即可能發生全身性障礙     

(B) 只要產生水疱即為第三度火傷 

(C) 最嚴重的燙傷為第四度火傷  

(D) 第二度火傷若佔體表之 1/3即有死亡之危險性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下列試劑何者會與尿素(urea)反應而呈色？  

(A) p-dimethylaminobenzaldehyde  

(B) tetramethylbenzidine   

(C) Fast blue B salt 

(D) phenolphthalein  

(E) 4-dimethyamino-cinnamaldehyde   

22. 地球村時代的來臨加速了毒品流通，近年來發現查獲之菸草相關檢體

中，含有類大麻活性物質的合成新興毒品，下列何者屬之？ 

(A) JWH-122 (B) AM-2201 (C) HU-210 (D) 2-CB

 (E) CP 47,497 

23. 下列哪些因素會影響攝影之曝光？ 

(A) 光圈的大小 (B) 攝影距離的遠近   

(C) 感光速度的大小 (D) 鏡頭模糊圈的大小   

(E) 快門的快慢   

24. 下列何者為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 2條所列之一級毒品？ 

(A) 6-acetylmorphine  (B) Cocaine  

(C) Opium (D) Heroin  

(E) Marijuana 

25. 常用的驗色試劑Marquis reagent 為一種蟻醛濃硫酸溶液，可以用來檢驗

下列哪些毒品？ 

(A) morphine (B) cocaine  

(C) methamphetamine  (D) GHB   

(E) pentazocine 

26. 影響印文鑑定的因素有哪些？ 

(A) 蓋印時所用的墊物 (B) 使用的打印枱   

(C) 印章之損壞 (D) 印泥的用量 

(E) 使用左手或右手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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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攝影時有關白平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任何物體在絕對溫度 0度時都是白色的 

(B) 物體的溫度不同所發出的光也不同 

(C) 白平衡是為了要修正顏色偏差 

(D) 陰天的色溫比日光燈高 

(E) 攝影者通常以灰卡當作自訂白平衡的標準 

28. 使用改良式亨利式指紋分析法所得之分數為 20/15 時，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 右拇指為斗形紋 (B) 左拇指為斗形紋 

(C) 右環指為斗形紋 (D) 左環指為斗形紋 

(E) 兩手共有 5枚斗形紋   

 

 

29. 攝影時有關 ISO感光度與快門之應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在相同曝光條件下，ISO感光度的高低與快門速度成正比 

 (B) 感光度愈低，則雜訊和色彩飽和度均會愈低 

 (C) 快門主要功能為控制曝光時間的長短與表現影像動靜態之視覺效果 

 (D) 感光度愈高則照片放大品質越優 

 (E) 使用 B快門，則其曝光時間就不受相機限制 

30. 近日美國波士頓爆炸案，炸彈專家表示可能是威力強大的黑色火藥，則

下列何者為黑色火藥的主成分？ 

 (A) 木炭 (B) 硫磺 (C) 硝酸鉀 (D) 甘油

 (E) 苦味酸   

31. 以下關於鑑定結論之描述正確者有哪些？ 

 (A) 系爭毛髮與 20 根嫌犯毛髮之表皮鱗片及髓質型態等顯微特徵均相

符，故此系爭毛髮應與嫌犯同源 

 (B) 系爭指紋與嫌犯指紋具有 15個特徵點相符，故此系爭指紋應與嫌犯

同源 

 (C) 現場血斑與嫌犯口腔棉棒之粒線體 D-loop序列完全一致，故此血斑

應為此嫌犯所遺留 

 (D) 現場血斑與嫌犯口腔棉棒之 5個 STR基因位之型別組合完全一致，

故該血斑應為此嫌犯所遺留 

 (E) 某具空難遺骸之齒列模型與 A 君於齒科就診紀錄之齒列模型特徵完

全相符，則此具遺骸應為 A君 

32. 關於文書鑑定之描述正確者有哪些？ 

 (A) 兩份簽名字跡經影像重疊比對分析發現其字跡大小與相關位置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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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故應為同一人所書 

 (B) 個人之書寫慣性形成之後，其書寫特徵是具有個化價值的 

 (C) 求學期間 A君長期臨摹 B君字體，當 A君之書寫慣性形成之後，即

使是筆跡鑑定專家亦無法辨別 A君與 B君書寫特徵上之差異 

 (D) 個人書寫慣性一旦形成後，終其一生都不會改變 

 (E) 庭書字跡容易扭捏失真或不自然書寫，故不能當作標準字跡 

33. 從整個刑事司法系統來看，鑑識人員具有哪些功能? 

(A) 提供現場處理人員的訓練 (B) 罪犯心理諮商與矯治 

(C) 分析物證 (D) 判定死亡原因 

(E) 提供專家證言 

34. 關於屍斑顏色之描述何者正確? 

 (A) 過氯酸鉀中毒呈紅色 (B) 氰酸中毒呈紅色 

 (C) 一氧化碳中毒呈紅色 (D) 硫化氫中毒呈灰褐色 

 (E) 一般死亡之屍斑為青紅色 

35. 以下關於毛髮鑑定之描述何者正確？ 

 (A) 毛髮置於塗佈明膠之載玻片上即可直接以顯微鏡觀察表皮鱗片的特

徵 

 (B) 毛髮置於與其折射率相近的介質（如 permount）即可以顯微鏡觀察

皮質與髓質的特徵 

 (C) 皮質大部分是由角質蛋白所構成 

 (D) 毛髮之顏色主要為髓質內之色素顆粒所形成的  

 (E) 毛徑係數(hair index)是指髓質直徑與毛髮直徑的比值 

 

 

 

 

 

36. 以下關於 Ketamine 之描述何者正確？ 

 (A) 常用於人或動物短時間小手術之麻醉  

 (B) 為一種幻覺劑 

 (C) 藥效至少可維持 4小時  

 (D) 長期使用會產生耐藥性及心理依賴性 

 (E) 心搏過速、血壓上升、及肌肉緊張為較常見之副作用 

37. 火場現場勘查人員通常根據哪些特徵進行火勢蔓延方向的研判？ 

 (A) 火焰及煙之顏色   (B) 玻璃裂痕 

 (C) 煙燻痕跡 (D) 電線熔痕之顯微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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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木材碳化深度   

38. 關於人類 DNA之描述何者正確？ 

 (A) 粒線體 DNA 會與組織蛋白（histones）纏繞在一起以避免被核酸酶

攻擊  

 (B) 粒線體 D-loop區之序列特徵可應用於母系血緣的研判 

 (C) 應用於刑事鑑識上之 STR 標記大多屬於散落型重複序列

（Interspersed repeated sequence） 

 (D) 基因體中約有 20-30 ％是屬於重複序列 

 (E) CODIS（Combined DNA Indexing System）系統包含 13個 STR基因

位   

39. 關於囊形紋之描述何者正確？ 

 (A) 其英文代號為 C     

 (B) 通常兩個三角與內端會形成等腰三角形 

 (C) 通常兩個三角之假想連線會穿越紋形區內至少一條環型線  

 (D) 屬於斗型紋之變化圖形 

 (E) 為出現頻率最高之紋型 

40. 以下何者屬於生前傷之生活反應？ 

 (A) 流出的血液大部分呈現凝固   

 (B) 傷口呈現腫脹發炎之現象 

 (C) 於氣管破損之死者發現其支氣管中有部分血液 

 (D) 離斷之血管壁外觀平整 

 (E) 皮膚肌肉血管離斷處會因收縮致使傷口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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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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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刑法第 91 條之 1：「犯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

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三百三十

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

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

制治療：一、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

認有再犯之危險者。二、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

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第 1 項）「前項處分期間至

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執行期間應每年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療之

必要。」（第 2項）問此規定最有可能違反下列何項原則？ 

(A) 信賴保護原則  (B) 明確性原則 

(C) 法律保留原則  (D) 法律優位原則 

2. 住在台北市士林區而於桃園市上班的公務員甲，在新北市林口區將其職

務上所持有的國防秘密文書洩漏給住於桃園縣龜山鄉的乙。問甲之犯行

應由下列何者管轄？ 

(A) 士林地方法院 (B) 新北地方法院 (C) 桃園地方法院 (D) 

台灣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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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住民甲夜裡持獵槍至森林打獵，見約 100 公尺處有一微弱亮光，其以

為是山羌的眼睛，立即朝該亮光處瞄準開槍射擊，結果卻傳來人的慘叫

聲，甲趕緊跑過去察看。原來，甲所擊中的不是山羌，而是帶著頭燈正

在挖地瓜的另一原住民乙。問甲之此等誤認係屬刑法學理上何種錯誤？ 

(A) 構成要件錯誤  (B) 容許構成要件錯誤  

(C) 反面的構成要件錯誤 (D) 反面的容許構成要件錯

誤 

4. 甲於晚上十點多至住家附近公園散步，突然聽到有女子尖叫聲，甲立即

跑過去一看，原來有一男子乙在公園內「露鳥」到處走動且作出猥褻行

為，甲立即將其抓住，扭送至警局。經警察對乙製作完詢問筆錄後，擬

將其移送至地檢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之逮捕行為不合法，因為甲並非警察，其無逮捕權限   

(B) 甲之逮捕行為不合法，因為乙僅涉及公然猥褻之輕微犯罪，甲對乙

施以侵害人身自由之逮捕，違反比例原則，過度侵害其人身自由 

(C) 警察於製作完警詢筆錄之後，得依犯罪情節之輕重及證據資料之多

寡，決定是否將乙解送至地檢署 

(D) 警察經檢察官之許可後，得不將乙解送至地檢署，而予以釋放 

5. 甲的貨車後車燈故障，卻仍於深夜大霧中（能見度僅數公尺）開車上路，

途中遭警察乙攔停至路邊開罰單取締，但乙並未在該貨車後方作任何警

示設置。當乙正在開罰單之際，正好有位機車騎士丙朝貨車方向依速限

行駛過來，其因能見度奇差且貨車後方無任何照明設備，俟丙發現該貨

車時，閃避不及而撞上，丙倒地受傷。問丙之受傷結果，客觀上應歸責

於下列何者？ 

(A) 甲駕駛後車燈故障的貨車上路    

(B) 乙在攔停甲貨車後未設置警示標誌  

(C) 丙於深夜大霧騎車上路  

(D) 甲駕駛後車燈故障的貨車上路以及乙在攔停甲貨車後未設置警示標

誌 

6. 公務員甲涉嫌收賄，檢調人員經長期蒐證後，見時機成熟時，將甲拘提

到案。在經過連續十小時偵訊後，認為甲犯罪嫌疑重大，且有湮滅證據

與勾串共犯之虞，乃向法院聲請羈押。法院審理後，認為有羈押之必要，

乃裁定予以羈押。問甲如對該羈押之裁定不服，應如何救濟？  

(A) 向原法院聲明異議 (B) 向原法院提出準抗告 

(C) 向直接上級法院提出抗告 (D) 向直接上級法院聲請撤

銷羈押 

7. 下列何者屬於刑法學理所稱之「客觀處罰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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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刑法第 130 條：「公務員廢弛職務釀成災害者，處……」，其中所稱

「釀成災害」 

(B) 刑法第 177條第 1項：「漏逸或間隔蒸氣、電氣、煤氣或其他氣體，

致生公共危險者，處……」，其中所稱「致生公共危險」 

(C) 刑法第 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其中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D) 刑法第 238條：「以詐術締結無效或得撤銷之婚姻，因而致婚姻無效

或得撤銷之裁判確定者，處……」，其中所稱「因而致婚姻無效或得

撤銷之裁判確定」 

8. 甲犯恐嚇取財與傷害罪兩罪，經一審判決後，其僅對恐嚇取財罪部分提

起上訴。在二審判決確定後，甲同時對於恐嚇取財罪與傷害罪均聲請再

審，如果第二審法院就恐嚇取財罪部分為開始再審之裁定，則有關傷害

罪部分之再審應由下列何者管轄？ 

(A) 第一審法院  (B) 第二審法院  

(C) 由上級審法院裁定管轄法院 (D) 上級審法院 

9. 「信義之狼」甲經常流連於台北市信義區各夜店獵豔。某日，甲又來到

L 夜店，沒多久便注意到身材惹火的靚女乙。甲藉機找乙搭訕，兩人交

談一會後，甲點了一杯飲料請乙女喝，但其趁乙不注意時，在飲料內摻

了幾顆俗稱液態快樂丸（即為 GHB，無色無味，屬中樞神經抑制劑，10

至 20 分鐘產生作用）。乙不疑有詐，幾口便將飲料喝完，十幾分鐘後，

乙開始神智不清。甲見機不可失，立刻將乙攙扶離開夜店，搭乘計程車

至附近的旅館，性侵得逞。問甲之行為應如何論處？ 

(A) 依強制性交罪論處 (B) 依乘機性交罪論處 

(C) 依加重強制性交罪論處 (D) 成立強制性交罪與乘機

性交罪，從一重處斷 

10. 甲之配偶乙與丙通姦，關於本案自訴之提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不可對乙提起自訴，但可對丙提起自訴      

(B) 甲對乙、丙均不可提起自訴 

(C) 甲對乙、丙均可提起自訴  

(D) 甲可對乙提起自訴，但不可對丙提起自訴 

11. 甲女因先生車禍過世未久，最近又檢查出罹患乳癌四期，再加上其五歲

幼兒乙本屬罕見疾病兒童，甲頓覺人生無望，決定一死了之。甲不忍心

獨留乙一人在世受苦，遂問乙：「要不要跟媽咪一起到天堂？那裡有好多

好吃好玩的東西哦！」，乙用力點頭說：「好啊！」於是甲拿出一杯預先

摻有毒藥的果汁給乙喝，等乙喝完，甲自己同樣也喝了一杯有毒的果汁。

十分鐘後，適逢甲的妹妹丙來訪，因久按門鈴無人開門，當丙正準備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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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時，無意間從窗戶微開的縫隙發現甲與乙皆躺臥在地，丙立即打 119

送醫急救。結果乙死亡，甲僥倖未死。問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A) 殺人罪 (B) 母殺嬰兒罪 (C) 加工自殺罪 (D) 

殺直系親屬罪 

12. 承上題，如果甲經起訴，在法院審理期間，甲再度自殺且身亡。問在此

情況下，法院應為何種判決？ 

(A) 免刑判決 (B) 免訴判決 (C) 不受理判決 (D) 

無罪判決 

13. 關於告訴乃論之罪，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刑法第 225條第 1 項乘機性交罪原本屬於告訴乃論之罪，現已修改

為公訴罪 

(B) 告訴乃論之罪，雖非經告訴，但警察仍得對其進行犯罪偵查 

(C) 數人共同違犯告訴乃論之罪，告訴權人對其中一人提出告訴，其效力

及於其他共同違犯之人 

(D) 刑法第 277 條傷害罪係屬告訴乃論之罪，該罪之被害人雖不欲提出

告訴，被害人之配偶仍得提出告訴 

14. 甲白天因停車問題與住家附近一樓鄰居乙發生爭執。當晚甲見乙全家出

門後，於是拿著裝滿汽油的保特瓶，走到乙家門口，將保特瓶內的汽油

潑灑在乙家大門、牆壁與窗戶，伸手進口袋，正要拿出打火機（事實上

該打火機已故障，但甲卻不知）來點火，熟料乙卻突然返家，立即當場

喝止甲。問依實務見解，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A) 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宅罪之中止未遂     

(B) 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宅罪之障礙未遂 

(C) 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宅罪之不能未遂  

(D) 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宅罪之預備犯 

15. 關於被告之訊問，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訊問被告，應先詢其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住、居所，以查驗

其人有無錯誤，如係錯誤，應即釋放   

(B) 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如認

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C) 訊問被告，如其為低收入戶者，應先告知得請求法律扶助  

(D) 無辯護人之被告表示已選任辯護人時，縱使被告同意訊問，仍不得

進行訊問 

16. 產婦甲女看見自己生下畸形嬰兒乙，傷心欲絕，尤其想到日後的種種問

題，更覺艱辛無比。因此，甲於甫生產後，便忍痛地決定，要讓乙儘早

離開人世，甲將此想法告訴先生丙，沒想到丙也正有相同念頭，所以兩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5  

人立即共同決意，由丙負責將乙溺死，然後甲對外謊稱，乙係喝奶噎死。

問甲、丙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A) 甲、丙成立殺人罪之共同正犯  

(B) 甲、丙成立母殺嬰兒罪之共同正犯 

(C) 甲成立母殺嬰兒罪，丙成立殺人罪  

(D) 甲成立母殺嬰兒罪，丙成立母殺嬰兒罪之幫助犯 

17. 在騎樓擺攤販售公益彩券之殘障人士甲（左腳小兒麻痺），因肚子不舒

服，向旁邊店家借用廁所而暫時離開攤位。未久，乙路過該攤位，見攤

位無人，一時心生貪念，將該攤位上的彩券全部拿走。當乙要離去之際，

適逢甲從店家用完廁所出來，看見乙將其彩券拿走，趕緊一拐一拐地上

前，從乙的背後抓其衣服，欲以制止，拿回彩券，熟料乙轉過身來，拿

出隨身攜帶的尖刀一把揮向甲，甲看見尖刀揮過來，嚇得鬆手後退，乙

便趁機逃走。問乙應如何論罪？ 

(A) 加重強盜罪      (B) 準強盜罪  

(C) 準加重強盜罪  (D) 竊盜罪與強制罪，數罪

併罰 

18. 甲以駕駛貨櫃聯結車為業，某日清晨從公司停車場發車，準備載運貨櫃

前往目的地，於倒車過程，因疏於注意，致車尾撞到正騎著腳踏車要去

上學的國中生乙，乙跌倒在地，身體多處受傷，但甲卻完全不知情，仍

然往前繼續行駛。問甲應如何論罪？  

(A) 第 284條第 2項業務過失傷害罪      

(B) 第 185條之 4肇事逃逸罪 

(C) 第 284 條第 2 項業務過失傷害罪與第 185 條之 4 肇事逃逸罪，兩罪

數罪併罰  

(D) 第 284條第 2項業務過失傷害罪與第 185條之 4肇事逃逸罪，一行

為觸犯數罪名，從一重處斷   

19. 下列何種情形，法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 

(A) 曾經判決確定者  (B) 曾經大赦者  

(C) 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 (D) 行為不罰者 

20. 關於停止羈押與撤銷羈押之比較，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停止羈押可分為狹義的停止羈押與免予羈押；撤銷羈押可分為當然

（法定）撤銷羈押與視為（擬制）撤銷羈押    

(B) 停止羈押係指羈押原因仍在，但已無羈押之必要，而以其他手段替

代之，暫時停止羈押之執行，但原羈押的裁定與效力仍存在；撤銷

羈押係指羈押原因消滅，而使原羈押的裁定與效力歸於消滅 

(C) 停止羈押，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的方式代替羈押之執行；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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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羈押，因無替代羈押執行之問題，故不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

居 

(D) 被告、辯護人或得為被告輔佐人均有權聲請停止羈押與撤銷羈押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我國屏東籍漁船「廣大興 28號」在鵝鑾鼻東南方 164浬與菲律賓重疊的

經濟海域作業，遭到菲律賓海監船開槍掃射，造成我國一名船員中槍身

亡 （以下簡稱本案）。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本案因發生於我國領海，故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B) 本案因屬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故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C) 我國對於本案有審判權，亦有管轄權 

(D) 我國對於本案有審判權，但管轄權之有無，視我國與菲律賓之協議

而定 

(E) 我國如對本案有管轄權，其管轄法院為屏東地方法院   

22. 建管單位公務員甲依法帶隊拆除乙在其住家旁所搭建之違章建築，乙為

了阻止甲的拆除行動，乃驅使其所飼養的獒犬攻擊甲。甲因練過武術，

反應敏銳，迅速拿起身邊的拆除工具，猛力防禦回擊，將該獒犬打傷臥

倒在地。關於甲打傷獒犬之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實現傷害罪構成要件，但得主張阻卻違法事由     

(B) 甲得主張緊急避難而不罰 

(C) 甲得主張正當防衛而不罰                      

(D) 甲得主張依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行為而不罰 

(E) 甲得主張業務上的正當行為而不罰 

23. 下列何者屬於「相牽連案件」之情形？ 

(A) 甲在台北對乙犯強盜，一週後在新竹對丙犯強制性交 

(B) 住在基隆的甲教唆乙至桃園對丙行兇，二天後乙在桃園鬧區對丙當

街槍決 

(C) 甲於半夜潛入乙位於郊區的豪宅內竊取財物，三天後另有丙於假日

白天對該豪宅直接破門入內，對乙全家施以搶劫  

(D) 甲、乙各自分別（彼此沒有關連）同時在同一家大賣場內竊取財物 

(E) 甲於半夜潛入乙位於郊區的豪宅內竊取財物，隔天立即交由有多年

合作關係的丙負責銷贓  

24. 刑法第 328條第 3項強盜罪加重結果犯，其中所稱「犯強盜罪」，依實務

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不包括犯刑法第 328條第 4項之強盜未遂罪    

(B) 包括犯刑法第 328條第 5項之強盜預備罪 

(C) 包括犯刑法第 329條之準強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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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包括刑法第 330條之加重強盜罪 

(E) 包括刑法第 332條強盜結合罪 

 

 

 

25. 刑事訴訟法第 268 條：「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加以審判」，此規定

與下列何者有關？ 

(A) 告訴原則  (B) 不告不理原則  

(C) 調查原則  (D) 彈劾主義 

(E) 控訴原則   

26. 甲經檢察官以詐欺罪提起公訴，法院在進行審判程序時，甲就被訴事實

為有罪之陳述，法院告知甲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辯護人之意見後，

甲無異議，進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問在本案中，有關證據調查與

案件審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在本案中，甲之自白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B) 在本案中，不適用交互詰問之規定 

(C) 在本案中，證人於審判外之證言，得作為證據 

(D) 在本案中，得不經合議審判 

(E) 在本案中，得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27. 依實務見解，下列何種情形，甲成立殺人罪之幫助犯？ 

(A) 甲教唆乙教唆丙殺丁，丁果然被丙殺死      

(B) 甲教唆乙幫助丙殺丁，丁果然被丙殺死 

(C) 甲幫助乙教唆丙殺丁，丁果然被丙殺死  

(D) 甲幫助乙幫助丙殺丁，丁果然被丙殺死 

(E) 甲利用乙教唆丙殺丁，丁果然被丙殺死   

28. 交通警察甲於某十字路口附近執行交通違規取締勤務時，見乙蛇行駕駛

且闖紅燈，立即予以攔停，準備開單處罰。乙停下車後，趕緊表明其係

某市議員丙之助理，並拿出身分證件，同時聯繫丙，請其與甲通電話。

甲在與丙通完電話之後，一方面想做人情給丙，但另一方面又覺得在眾

目睽睽之下，如不開單處罰，恐引起周圍民眾不滿，故甲改以處罰較輕

的「紅燈右轉」違規事實開單處罰（但乙並無紅燈右轉之事實）。問甲之

行為成立哪些罪？ 

(A) 偽造公文書罪     (B) 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C) 業務登載不實罪  (D) 公務員圖利罪 

(E) 縱放人犯罪   

29. 關於緩起訴處分，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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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被告所犯為公務員違背職務之收賄罪，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

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定一年以上

三年以下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      

(B) 同一案件經檢察官緩起訴者，犯罪被害人不得再行自訴 

(C) 違犯施用 K他命毒品罪者，檢察官得違反被告之意願而強制其接受

戒癮治療 

(D) 檢察官得命被告向被害者支付相當數額之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E) 於緩起訴處分期間內，被告故意更犯罪，經提起公訴者，檢察官得

依職權撤銷原處分 

30. 甲因積怨甚深而殺死 A，其被警方列為犯罪嫌疑人而約談到場詢問。甲

為脫免法律責任，乃謊稱當天與其弟弟乙至海邊釣魚，直到隔天六點左

右才回家，與該案無涉。後來警方以證人身分約談乙，由於甲事先已教

唆乙替他作不在案發現場之偽證，並串通好供詞，故乙雖經具結，但所

陳述的內容與甲相同。此案經警方移送檢察官，檢察官先後傳喚甲（被

列為犯罪嫌疑人）、乙（被列為證人）兩人到庭複訊，甲、乙均作出與警

詢筆錄內容相同之陳述，且乙亦經具結。然而，在警方詢問與檢察官偵

訊時，皆因疏失而未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告知乙有拒絕證言權。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 乙於警察約談時所作的偽證，不成立偽證罪；而其於檢察官偵訊時所

作的偽證，成立偽證罪 

(B) 乙於警察約談時以及於檢察官偵訊時所作的偽證，均成立偽證罪 

(C) 乙於警察約談時以及於檢察官偵訊時所作的偽證，均不成立偽證罪 

(D) 乙於警察約談時所作的偽證，成立偽證罪；而其於檢察官偵訊時所作

的偽證，不成立偽證罪 

(E) 甲不成立偽證罪之教唆犯  

  

31. 不論犯罪者及被害者係屬哪一國人，下列何種犯罪，縱使發生在我國領

域之外，仍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A) 強制性交罪      (B) 強盜罪 

(C) 買賣質押人口罪  (D) 偽造公文書罪 

(E) 擄人勒贖罪   

32. 某賭博電玩業者甲得知轄區分局一組新調來一位巡官乙負責電玩取締業

務，甲透過該分局五組組長丙的穿針引線，安排與乙聚餐。席間酒過三

巡，甲乘乙酒酣耳熱之際，向乙表示，以後請乙多照顧，每月交付五萬

元略表心意，丙也在旁邊幫腔勸助。最後乙表示，看在丙的面子上，勉

強答應之，不過要小心行事，而且價碼是十萬元。甲聽完之後，咬緊牙

根，頻頻點頭稱是。沒想到，甲乙丙三人聚餐一事早已被調查局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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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被錄音，一走出餐廳，隨即被逮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乙成立違背職務賄賂未遂罪之共同正犯 

(B) 甲、乙成立違背職務賄賂罪之共同正犯 

(C) 甲、乙各自成立違背職務期約賄賂罪  

(D) 丙成立違背職務賄賂未遂罪之幫助犯 

(E) 丙成立違背職務期約賄賂罪之幫助犯   

33. 下列何者屬於刑法上所規定的「法律效果」？ 

(A) 保護管束     (B) 禁止駕駛 

(C) 追徴  (D) 強制工作 

(E) 勒令歇業   

34. 下列有關刑法「易服社會勞動」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月以下有期

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但易科罰金難收矯正之效者，得易服社會勞動 

(B) 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易服社會勞動 

(C) 上述二項之易服社會勞動履行期間，不得逾二年  

(D) 易服社會勞動者，以提供勞動六小時折算一日 

(E) 易服社會勞動，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35.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須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 

(A) 受法院委託之鑑定人 (B) 告訴代理人 

(C) 被告  (D) 辯護人 

(E) 證人   

36. 甲因案遭起訴，於法院審判中，檢察官以甲之自白而證明被告犯罪，但

甲卻主張該自白係出於檢警使用強暴脅迫等不正方法所作出，不得作為

證據。問有關甲之自白的證據調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關於甲之自白是否出於任意性，其調查順序應先於其他事證    

  

(B) 關於甲之自白是否出於任意性，其調查順序應由法院視案件審理情

形而決定之  

(C) 由於甲之自白係由檢察官所提出，因此法院應命檢察官就此部份，

指出證明之方法 

(D) 甲主張該自白係出於檢警使用不正方法所致，因其係親身經歷者，

較檢察官更易證明，因此應由甲就此部分負舉證責任 

(E) 甲主張該自白係出於檢警使用不正方法所致，此等主張如成立，對

甲有利，因此應由甲就此部分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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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知名藝人甲邀請有相同性癖好的友人 A、B、C、D、E 至其豪華別墅內

舉辦多人群交的性愛派對，飲酒狂歡。熟料，「兩光週刊」狗仔隊乙早已

掌握消息，事先爬上別墅外的高樹上，伺機偷拍，想要揭發甲的淫亂私

生活，藉此大發利市。由於該別墅內的建築物落地窗均未拉上窗簾，甲

與 A 等人「混戰」的過程被乙的專業攝影機「全都錄」。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 甲成立誘媒容留性交猥褻罪，但不成立公然猥褻罪 

(B) 甲不成立誘媒容留性交猥褻罪，但成立公然猥褻罪 

(C) 甲既不成立誘媒容留性交猥褻罪，也不成立公然猥褻罪  

(D) 乙僅依意圖營利無故竊錄罪論處 

(E) 乙成立無故窺視罪與意圖營利無故竊錄罪，兩者數罪併罰 

38. 依照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司法警察於下列何種情形，因情況急迫，雖無

拘票，亦得逕行拘捕？ 

(A) 在執行或在押中之脫逃者     

(B) 經被盤查而逃逸者 

(C) 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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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因現行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 

(E) 被追呼為犯罪人者   

39. 下列關於「搜索」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對於犯罪嫌疑人之住宅，須有相當理由可信為應扣押之物存在時，

始得搜索  

(B) 司法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時，雖無搜索票，仍得逕行搜索其住宅 

(C) 司法警察因執行拘提而有事實足認被告確實在某處所內，雖無搜索

票，仍得逕行搜索該處所 

(D) 司法警察經屋主之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逕行搜索其出

租給他人使用之住宅 

(E) 司法警察於偵查中確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非迅速搜索，二十

四小時內證據有湮滅之虞者，得逕行搜索   

40. 依照司法院刑事訴訟法改革成效評估委員會於 101年 1月 13日所公布之

總結報告，下列何者屬於「改良式當事人主義」的具體措施？ 

(A) 明定無罪推定原則      (B) 明定檢察官的實質舉證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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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增定證據裁判原則 (D) 增設簡式審判程序 

(E) 明定不自證己罪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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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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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

築、市容整理、戶口查察、外事處理等事項」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其為警察職權行使法之所規定事項 (B) 屬具體之警察職權  

 (C) 警察有管理各種營業及建築之權力  (D) 社會秩序維護法分則有

正俗事項之規定  

2. 下列有關「警察官職採分立制，其官等為警監、警正、警佐」之敘述，

何者錯誤： 

 (A) 縣警察局長為警監     (B) 直轄市警察分局長得列

警監 

 (C) 其各官等最高為一階 (D) 巡佐副所長得為警正 

3. 依警察相關法令規定，擬任警察官前，其擬任機關、學校應就其個人之

相關事項實施查核，其查核項目，不包括下列何者： 

 (A) 素行經歷     (B) 學歷 (C) 品德 (D) 

忠誠 

4. 下列有關「警察職務之遴任權限」敘述，何者正確： 

 (A) 警監職務，由總統遴任 (B) 警監職務，報請行政院

遴任 

 (C) 警正職務，由縣市政府遴任 (D) 警正職務，由行政院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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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5. 下列何種情境屬於警察人員執行職務，得使用槍械之時機： 

 (A) 從警局拘留所脫逃之人 (B) 對交通違規不服取締之

人  

 (C) 違法集會抗議不解散之人 (D) 民事紛爭不聽勸導之人 

6. 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使用警械，因而致第三人受傷，由各該級

政府支付醫療費，理論上稱為： 

 (A) 國家賠償 (B) 民事賠償 (C) 損失補償 (D) 

特別補償 

7. 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使用警械，如造成第三人「身心障礙」，

除支付醫療費外，並依規定給與慰撫金。有關「身心障礙」等級，應依

何種法令認定及辦理： 

 (A)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B) 殘障福利法  

 (C) 身心障礙者醫療法 (D) 身心障礙等級認定法 

8. 下列何者屬於違反「行政執行」事項之行為： 

 (A) 深夜喧嘩，不聽勸阻 (B) 公務員涉足不正當場所    

 (C) 違法傾倒有毒廢棄物之行為 (D) 受居家隔離命令仍外出 

 

9.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何者並非屬於行政機關之間相互請求執行協助

之原因： 

 (A) 無適當之執行人員 (B) 執行事項之效率考量  

 (C) 執行時有遭遇抗拒之虞 (D) 執行事項涉及其他機關 

   

10. 下列關於「直接強制」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為防止急迫危險之目的 (B) 扣留危險物屬之  

 (C) 對違規業者，封閉其營業處所屬之 (D) 對黃線違規停車，執行

拖吊行為屬之   

11. 下列關於「危險物之扣留」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扣留物一年內無法發還，其歸屬國庫 (B) 扣留之物，即應予沒

收、沒入 

 (C) 扣留原因未消失，得延長扣留一個月 (D) 扣留期間原則不得逾二

十日   

12. 警察職權行使法之立法目的，不包括下列何者：  

 (A) 保障人民權益  (B) 維持公共秩序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8%BA%AB%E5%BF%83%E9%9A%9C%E7%A4%99%E8%80%85%E4%BF%9D%E8%AD%B7%E6%B3%95.htm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8%BA%AB%E5%BF%83%E9%9A%9C%E7%A4%99%E8%80%85%E4%BF%9D%E8%AD%B7%E6%B3%95.htm


警察法規3  

 (C) 保護社會安全  (D) 制裁違序行為 

13. 警察執行職務中，為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之措施不包括下列何者： 

 (A) 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 (B) 檢查其所攜帶之物 

 (C) 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D) 攔停人、車 

14. 下列有關「警察職權行使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為達成警察任務，行使職權亦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   

  

 (B) 所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係指地區警察所長或其相當職務以上長官 

 (C) 第二條列舉查證身分、鑑識身分、蒐集資料、通知、驅離等職權 

 (D) 本法所稱警察，包括警察機關、警察人員與行政執行署之人員   

15.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罰鍰及處罰執行」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罰鍰原則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B) 罰鍰應於裁處確定之翌日起，一個月內完納 

 (C) 罰鍰逾期不完納，警察機關得以拘留  

 (D) 在罰鍰應完納期內，被處罰人得請求易以拘留   

16. 下列何者屬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由警察機關管轄之案件： 

 (A) 違反行為專處罰鍰之案件   (B) 違反行為專處拘留之案

件 

 (C) 違反行為選處停止營業之案件 (D) 違反行為專處勒令歇業

之案件   

17.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救濟」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抗告期間為十日，自送達裁定之翌日起算  

 (B) 對法院簡易庭關於聲明異議之裁定，不得抗告 

 (C) 聲明異議，得逕向該管法院簡易庭提出  

 (D) 被處罰人不服警察機關之處分，得提出抗告 

18. 下列何者屬於「妨害安寧秩序」之違序行為： 

 (A) 故意窺視他人臥室，足以妨害他人隱私  

 (B) 以猥褻之言語，調戲異性 

 (C) 於公共場所，任意裸體妨害善良風俗，不聽勸阻 

 (D) 有驅使或縱容動物嚇人之行為 

19. 有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行為，下列何者屬於由法院簡易庭所管

轄者： 

 (A) 不依定價擅自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不聽勸阻  

 (B) 無正當理由，擅吹警笛 

 (C) 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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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於公共場所酗酒滋事，不聽禁止 

20.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受訊問人，如拒絕在筆錄簽名、蓋章或按指

印，應如何處理： 

 (A) 訊問人逕代其簽名 (B) 得加重其處罰 

 (C) 將其拒絕理由附記於筆錄 (D) 得強制為之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下列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89 號有關無故跟追他人不聽勸阻之處罰

解釋」敘述，何者正確： 

 (A) 對個人行動自由權利之保護，並不因其身處公共場域，而失其必要

性  

 (B) 參與社會生活，屬個人之行動自由，有權完全不受他人之干擾 

 (C) 個人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之自由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權，屬憲法所

保障之權利 

 (D) 系爭規定所保護，包括人民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行動自由、生

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等 

 (E) 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屬憲法第二十三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22. 下列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8 號有關行政執行拘提管收解釋」之敘

述，何者正確： 

 (A) 「警察」指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並有廣、狹兩

義之分 

 (B) 廣義警察、即實質之意義，乃就其「功能」予以觀察 

 (C) 拘提屬暫時強制義務人到場之作為，尚非等同拘束人身自由之處分

  

 (D) 比例原則屬憲法位階之原則，與「立法權」二者間，具有同等地位 

 (E) 狹義警察、即形式之意義，就組織上予以著眼，而將之限於警察組

織之形式  

23. 下列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75 號有關戶警分立方案解釋」之敘述，

何者正確： 

 (A) 有關本方案與當事人之職缺期待，有所落差，不符法治國家比例原

則之要求 

 (B) 本實施方案相關規定，涉及人民之自由權利，其須以法律定之，始

為合憲 

 (C) 戶警分立實施方案充分考量當事人之意願、權益及重新調整其工作

環境所必要之期限  

 (D) 公務人員如因服務機關之改組、解散或改隸，國家應制定適度之過

渡條款或其他緩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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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權，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

公務及身分保障等權利 

24. 下列有關「警察保護私權之一般要件中『輔助性』原則」之敘述，何者

正確： 

 (A) 債權人為保全將來強制執行，得請求警察為假扣押及假處分，又稱

權利保護優先原則  

 (B) 司法保護是否能即時獲得，屬事實問題，並不生裁量權行使之問題 

 (C) 警察輔助性原則，已成為警察採取干預措施界限之一  

 (D) 警察保護私權，是依所謂輔助或補充性原則辦理  

 (E) 私權遭致危害後，須無法即時獲得司法保護時，警察方有協助之可

能   

25. 下列有關警察作用之「概括條款」敘述，何者正確： 

 (A) 以宣示性之任務概括規定，作為干預處分之依據，符合法律保留之

明確性原則      

 (B) 警察概括條款既為補充性原則規定，就應注意「特別規定優先適用」  

 (C) 如立法者已盡列舉之責，仍無法達成憲法第 23條目的，以概括方式

為之，並無違明確性原則 

 (D) 概括條款之適用，由執法者依社會上之客觀價值與公平原則判斷，

事後司法應予尊重   

 (E) 其可能潛藏行政及司法在適用解釋該概念的恣意、欠缺公平性，而

侵害人民權益的危機   

26. 下列有關「警察法制之立法與執行」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屬於警察官規事項 

 (B) 警察教育條例，目前由中央立法並執行  

 (C) 有關直轄市警政、警衛之立法及執行屬於直轄市   

 (D) 警察官制，如警察人員陞遷辦法屬之 

 (E) 有關縣（市）警政、警衛之立法及執行，屬於縣（市）   

 

 

 

 

27. 關於「警察所為之命令或處分，如有違法或不當，人民得依法訴請行政

救濟」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對於警察之行政指導不服，得提起撤銷訴訟 

 (B) 對不許可集會之申請，採訴願先行程序救濟  

 (C) 對於行政執行之命令不服，得提聲明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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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對警察違法之損害物品行為，得提損失補償 

 (E) 受理訴願之救濟，包括合目的性審查 

28. 依警察法規定由直轄市立法之事項，包括下列何者： 

 (A) 警察常年訓練之實施事項     (B) 警察人員陞職之有關事

項   

 (C) 警察機關編制之有關事項 (D) 警察勤務機構設置之事

項 

 (E) 警察勤務之實施事項   

29. 對於「警察人員使用警械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使用槍械前須事先警告，以免誤傷  

 (B) 使用警械之原因已消滅，應立即停止使用 

 (C) 使用警械，應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D) 使用警械，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E) 應基於急迫需要，合理使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30. 下列何者屬於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所含之警械： 

 (A) 瓦斯手榴彈     (B) 指揮棒  

 (C) 自動步槍  (D) 防暴網  

 (E) 拒馬   

31. 關於「行政執行時間及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執行機關認為適當時，得於夜間執行  

 (B) 執行人員執行時，得對義務人出示相關證明文件 

 (C) 必要時得命義務人提出身分證件         

 (D) 行政執行原則不得於夜間、星期日為之 

 (E) 日間已開始執行，得繼續至夜間  

32. 下列哪些義務，當義務人不履行時，警察可命第三人「代履行」之：  

 (A) 廢棄物之清理義務     (B) 空地上雜草之割除義務  

 (C) 工廠排放污水之改善義務 (D) 冒領證照之歸還義務 

 (E) 道路上違法集會之解散義務   

33. 行政執行法所稱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包括下列何者： 

 (A) 滯納金  (B) 承購國民住宅之貸款  

 (C) 全民健保之負擔費用 (D) 第三人代履行之費用 

 (E) 罰鍰   

34. 警察在公共場所，依法得查證人民身分之情形，包括下列何者：  

 (A) 參加公開集會遊行之人     (B) 白天進出火車站之旅客  

 (C) 深夜隱匿於公園暗處之人 (D) 在銀行前，長時間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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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 

 (E) 從事故現場離開之人 

35. 下列有關「警察於公共場所設置監視器」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對於公共場所，均得協調相關機關裝設監視器    

 (B) 在公共場所設置監視器，須有法律之依據 

 (C) 公共場所設置之監視器，並未影響人民之隱私權  

 (D) 相關案件之當事人，得請求調閱公共場所監視器之影像 

 (E)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對監視器攝錄之影像，原則應於一年內銷

毀   

36. 警察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資料，法定對該人應查核之事項，包括下列何

者： 

 (A) 工作及生活背景  (B) 前科資料及素行  

 (C) 熱心程度及經歷  (D) 合作意願及動機 

 (E) 忠誠度及信賴度   

37.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執行」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拘留之執行，即時起算，以二十四小時為一日     

 (B) 拘留，應在拘留所內執行 

 (C) 裁定拘留確定，經通知執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之人，強制其到場

  

 (D)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處罰，於裁處後執行 

 (E) 處罰之執行，由法院簡易庭與警察機關負責 

38. 下列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何者應移送法院簡易庭裁處： 

 (A) 於博物館，口角紛爭，不聽禁止   

 (B) 吸食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 

 (C) 收容身分不明之人，未即時向警察機關報告，而有危害安全之虞 

 (D) 冒用他人身分之證明文件 

 (E) 於自己經營地界內，當通行之處，有溝、井，不設覆蓋 

39. 社會秩序維護法中所稱「情節重大」，法定應審酌下列何種事項： 

 (A) 行為人之企圖與動機     (B) 行為所生危險或損害之

程度 

 (C) 被害之人數與受害之程度 (D) 被害人有無過失或責任

程度  

 (E) 手段與實施之程度 

40. 有關警察處分之附款，從理論上而言，其種類包括下列何者： 

 (A) 負擔  (B) 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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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 (D) 條件 

 (E) 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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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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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 化平臺作業要點」第三點之規定，共有幾類

e化平臺作業系統？ 

 (A) 七類 (B) 八類 (C) 九類 (D) 

十類 

2.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明文規定，負責轄區警察勤務之規劃、指揮、

管制、督導及考核，並對重點性勤務，得逕為執行之勤務規劃監督機構

為下列何者？ 

 (A) 分駐(派出)所 (B) 警察分局 (C) 警察局 (D) 

警政署 

3.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五條之明文規定，警察勤務區，為警察勤務基

本單位，由下列何者一人負責？ 

 (A) 員警 (B) 警員 (C) 警務員 (D) 

警察官 

4.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明文規定，我國警察勤務方式之共同勤務有幾

種？ 

 (A) 四種  (B) 五種 (C) 六種 (D) 

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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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明文規定，我國警察之共同勤務，以下列何者

為主？ 

 (A) 巡邏 (B) 值班 (C) 守望 (D) 

備勤 

6.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明文規定，除有特殊任務得變更之外，深夜勤

務以不超過幾小時為度？ 

 (A) 二小時 (B) 四小時 (C) 六小時 (D) 

八小時 

7. 依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執行巡邏勤

務中盤查（檢）人車作業程序」之規定，以及內政部警政署 91 年 6 月

7 日警署行字第 0910101262 號函「警察人員執行勤務著防彈衣及戴防

彈頭盔規定」，於日間（8 時至 18 時）執行機車巡邏時，防彈衣之穿著

由下列何者視天候及治安狀況決定之？ 

 (A) 帶班警員  (B) 分駐(派出) 所主管 

 (C) 分局長      (D) 局長 

8.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每月應排定多少小時

實施社區治安諮詢或在所整理戶口等資料之時間？ 

 (A) 一小時至二小時    (B) 二小時至四小時 

 (C) 四小時至六小時  (D) 六小時至八小時 

 

 

 

9.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之明文規定，記事二人口訪查頻

率，由警察局視治安狀況與實際需要律定，每幾個月訪查一次以上？ 

 (A) 半個月 (B) 一個月 (C) 二個月 (D) 

三個月 

10.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明文規定執行勤區查察，於簽出

後三十分鐘、返所前幾分鐘內，應至村里長服務處所、警勤區內巡邏簽

章表處所（二處以上）巡簽？ 

 (A) 五分鐘內 (B) 十分鐘內 (C) 十五分鐘內 (D) 

二十分鐘內 

11. 依據「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之明文規定，督導之次數依實際需

要作適度規劃，惟各級督導人員之督勤次數，除經事前簽奉核准減免次

數之外，每月每人不得少於幾次？ 

 (A) 三次 (B) 四次 (C) 五次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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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 

12.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於家戶訪查加分事蹟之明文規定

中，若欲考詢員警有關警勤區記事簿內人口，每次以不超過幾人為原則？ 

 (A) 五人    (B) 六人 (C) 七人 (D) 

八人 

13. 依據「警察常年訓練辦法」，術科訓練為射擊訓練及體技訓練，每人每月

集中訓練幾小時？ 

 (A) 四小時 (B) 五小時 (C) 六小時 (D) 

八小時 

14.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第一條之規定，該辦法乃依下列何法

規之規定訂定之？ 

 (A) 憲法     (B) 警察法 (C) 警察勤務條例 (D) 

警察勤務區勤務規範 

15.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之規定，警勤區員警實施訪查時，應

以下列何種方式進入適當之處所辦理訪查？ 

 (A) 應逕行進入訪查即可     (B) 得不經其同意，逕行進

入訪查   

 (C) 應隨機式的進入訪查即可 (D) 應經受訪查人之同意並

引導，始得進入 

16.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為社區治安專責人

員，派任時應遴選優秀員警專責擔任，並以久任為原則，其明定之所謂

久任者，為下列何期程？ 

 (A) 二年以上     (B) 三年以上 (C) 四年以上 (D) 

五年以上 

17.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項目、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下列何機關

定之？ 

 (A) 內政部     (B) 行政院 (C) 立法院 (D) 

警政署 

18. 治安顧慮人口除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數之外，原則上由戶籍地警察機

關多久實施查訪一次？ 

 (A) 一旬     (B) 半個月         (C) 一個月 (D) 

二個月 

19.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遇有缺額，應優先派

補，以確保下列何種警政工作之推行？ 

http://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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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問題導向警政 (B) 社區警政 (C) 零容忍警政 (D) 

專業化警政 

20. 內政部警政署於民國 101 年函頒之「警察機關設置及巡簽巡邏箱實施要

點」之規定，警察勤務單位劃分巡邏區（線），應陳報所屬上級機關（分

局或警察局）列管，並至少多久期間定期檢討一次？ 

 (A) 每三個月 (B) 每六個月 (C) 每九個月 (D) 

每一年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我國「警察勤務條例」，近來因為勤務思想與策略之更迭，曾有多次之修

正，請問其修正之時期各為下列何年？ 

 (A) 民國 95年 (B) 民國 96年  

 (C) 民國 97年 (D) 民國 98年   

 (E) 民國 99年   

 

22. 勤務規劃之理論基礎中，有所謂問題導向之沙拉(SARA)模式，其 SARA

之勤務規劃之四個階段或原則之中，有包括下列何者？ 

 (A) 掃瞄 (B) 掃蕩 

 (C) 分化   (D) 分析   

 (E) 協商 

23. 勤務規劃之理論基礎中，有所謂分析犯罪之熱點(hot spot of crime)，其所

謂之熱點，為分析或說明下列何種資訊或意涵？ 

 (A) 熱門人物(hot fellows of people) (B) 熱門地點(hot locations of 

territory) 

 (C) 熱門時段(hot times of day)  (D) 熱門商品 (hot goods of 

product)   

 (E) 熱門爭議(hot issues of matter) 

24. 美國於 1972年曾有一個影響全球警察勤務改革關鍵性之實驗，即堪薩斯

市預防巡邏實驗(the 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其實驗之

重要發現為下列何者？ 

 (A) 巡邏密度多寡與刑案率之發生無關 

 (B) 巡邏密度多寡與刑案之發生率有密切關聯  

 (C) 市民對犯罪之恐懼會因巡邏密度之改變，而有明顯之影響  

      

 (D) 市民對犯罪之恐懼不會因巡邏密度之改變，而有明顯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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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民眾對警察之態度，會因巡邏密度之改變，而有明顯之影響   

25. 依據「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化平臺作業要點」，刑事警察局負責管理之作

業系統，包括下列何種類之作業系統？ 

 (A) 失車作業系統 (B) 交通事故作業系統 

 (C) 失蹤人口作業系統 (D) 身分不明作業系統 

 (E) 兒少脫逃作業系統 

26. 警察大學於民國 97年印行之「警察學」一書，論及步巡時，有下列何種

優點，而非他種巡邏方式可企及者？ 

 (A) 速度快，可節約時間 (B) 易與民眾接近，亦易為民

眾所接近 

 (C) 人力可以節約，機動性甚大 (D) 可作詳細的觀察，敏銳的

察覺情況之變化 

 (E) 可運用於廣漠地區及森林湖沼地帶    

27. 我國「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於民國 97 年訂定，近來亦曾有

多次修正其規定，請問其修正之時期各為下列何年？ 

 (A) 民國 98年    (B) 民國 99年  

 (C) 民國 100年 (D) 民國 101年   

 (E) 民國 102年   

28.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有關記事人口之改列，下列何者

為正確之規定？ 

 (A) 記事一人口經以治安顧慮人口列管六年期滿除名，改列記事二人口

訪查二年 

 (B) 執行受裁判徒刑宣告之易刑處分者，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訪查三年，

期滿後改列無記事人口 

 (C) 記事二人口判決確定，執行徒刑完畢訪查三年，期滿後改列無記事

人口 

 (D) 經裁判緩起訴、緩刑者期間未經撤銷者，期滿後改列無記事人口   

 (E) 不起訴處分、無罪判決及不受理案件，應立即改列無記事人口 

29.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各項勤區查察資料保存有一定年

限之規定，期滿則自行銷毀，其資料保存年限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為一年 (B) 巡邏簽章表為一年 

 (C) 死亡（含受死亡宣告）為五年 (D) 喪失國籍人口之記事卡

及副頁為十年 

 (E) 警勤區手冊相關表單名冊為二年   

 

 



警察勤務6  

30.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有關其第三章「勤區查察勤務編

排」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因轄區治安狀況特殊，得報經警察局同意後，勤區查察酌予降為每

月編排十八小時以上 

 (B) 勤區查察以家戶訪查方式實施，服勤時間得斟酌勞逸情形，每日編

排二小時至六小時 

 (C) 派出所應按月填報勤區查察時數管制表，於次月五日前送分局審核

  

 (D) 有關治安諮詢事項或居民提出之意見，應摘要過錄於居民意見通報

單，通報分局妥處 

 (E) 核定之勤區查察不得任意變更，若當月勤查時數未達最低下限時，

至遲應於三個月內補足 

31.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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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的守望有下列幾種？ 

 (A) 事故性守望    (B) 巡守合一式守望 

 (C) 執行侍（警）衛任務之守望 (D) 據點性守望 

(E) 特定處所守望   

32. 依據「警察常年訓練辦法」，常年訓練區分為一般訓練及專案訓練，其中

之一般訓練，包含下列何者？  

 (A) 特定任務訓練   (B) 組合訓練 

 (C) 特殊任務警力訓練   (D) 幹部訓練  

 (E) 業務訓練 

33. 警察大學於民國 97年印行之「警察學」一書，論及警察勤務指揮監督一

節時，稱勤務指揮的目的在發揮 3C1I 的作用，其中 1I 則是指 1 個情報

(Intelligence)的作用，而 3C則為下列何種作用？ 

 (A) 指揮(Command)            (B) 諮詢(Consultation)           

 (C) 合作(Cooperation) (D) 協調(Coordination)          

 (E) 控制(Control)     

34. 依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槍械彈藥查

核清點作業程序」之規定，下列何者為正確之敘述？ 

 (A) 備勤人員應清點核對員警登記領用及歸還之槍號、彈藥數量（批號）

是否相符     

 (B) 所長應每週親自清點查核槍號、彈藥數量（批號）1 次 

 (C) 雙週查核槍械彈藥，應檢查保養、維護及使用狀況，填寫「裝備檢

查及保養工作單」 

 (D) 未列入勤務交接之裝備彈，應由值班人員蓋章及標示日期封存 

http://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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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領槍應放置領槍證，還槍時取回   

35. 依據「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中「勤務指揮中

心狀況處置作業程序」之注意事項規定，接獲勤務指揮中心之指揮，第

一時間到達之員警應執行哪些事項，下列何者為正確的應執行事項？ 

 (A) 負責現場之警戒維護     

 (B) 第一時間到達員警若非專業之處理人員，可自行判斷先行離開 

 (C) 雖不是專業之處理人員，但仍應先行對現場作立即且全面之處置

  

 (D) 回報勤務指揮中心之內容須對現場狀況概略描述  

 (E) 到達現場後，立即向勤務指揮中心回報 

36.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明文規定，勤務規劃監督機構對勤務執行機構

服勤人員之編組、服勤時間之分配等，應妥予規劃，訂定勤務基準表，

並應注意下列哪些事項？ 

 (A) 勤務時間必須循環銜接，不留空隙  

 (B) 考量服勤人員之家庭狀況 

 (C) 每人須有進修或接受常年訓練之時間  

 (D) 考量服勤人員之經濟狀況 

 (E) 分派勤務，力求勞逸平均，動靜工作務使均勻，藉以調節精神體力

   

 

37. 依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屬於該辦法明文規定

得定期實施查訪之對象？ 

 (A) 竊盜罪者   (B) 傷害罪者   

 (C) 詐欺罪者 (D) 侵占罪者 

 (E) 妨害自由罪者 

38.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之明文規定，員警實施家戶訪查時，

下列何者為正確之訪查作為？  

(A) 局長就家戶訪查事項，認為有必要時，得聯合所屬數警勤區，以聯

合訪查方式實施之 

(B) 訪查以座談會方式實施者，應將訪查時、地，於訪查日二週之前，

以書面通知受訪查對象 

(C) 家戶訪查時，得訪詢家戶生活安全需求事項  

(D) 家戶訪查時，不得指導家戶生活安全維護事項 

(E) 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訪查，應依勤務分配表於日間為之。但與訪查

對象約定者，不在此限 

39.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其所定義之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是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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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通事故有下列何種情形之一者，乃為重大之道路交通事故？ 

 (A) 死亡人數二人  

 (B) 死亡及受傷人數在十人以上       

 (C) 受傷人數十二人 

 (D) 運送之有毒液（氣）體、放射性物質洩漏之事故  

 (E) 運送之危險物品發生爆炸、燃燒事故 

40.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明文規定，勤務執行前，應舉行勤前教育，其

種類包含下列何者？ 

 (A) 基礎勤前教育 (B) 專業勤前教育         

 (C) 專案勤前教育 (D) 整合勤前教育           

 (E) 專屬勤前教育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解答修正版 1 

中央警察大學 102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 

各科試題解答修正版 

 

共同科目 

 

憲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B A B D A B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C A D C B A C D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E BC CD ACE CDE ABD DE BCE BDE AB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E BCD AB CD AD ACE AE ACDE ABC AB 

 

 

英文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C D B A E E E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A E D C A D C E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A A D C D A B E 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C C A C E C D E B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B B A C D A A C B D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2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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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解答修正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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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D A D B C D B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A D D C A 或 B

或 C 

A C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E BC ABDE CD BDE BCD BCD BD ACE 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D CE ACD ABDE BD AC CD ADE ABDE ABD 

 

 

警察勤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C A B A B C B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D C D A A C B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 AD BC AD AE BD BD CDE BDE 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E BDE ADE CE ADE ACE ACE CE BDE C 

 

 

警察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B B A C A D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D B C D A B D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 ABE CDE BCDE BCE ABC BCE ADE BDE A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DE AB ACDE CDE BDE ADE ABC BD BCE ABCD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2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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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解答修正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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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D A D B C D B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A D D C A 或 B

或 C 

A C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E BC ABDE CD BDE BCD BCD BD ACE 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D CE ACD ABDE BD AC CD ADE ABDE ABD 

 

 

犯罪偵查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B A A D C D B A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C A D D B D B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E ABD BC CE AB BCE BC ACE CE B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CD ACDE ABD ABDE BE CDE ABCDE ACD ACDE CD 

 

 

刑事鑑識概論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C D D B C B D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A B D C B D B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E ABCE ACE BCD ACE ABCD BCDE ACD ACE AB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E B ACDE BCE BC ADE BCE BDE AD ABC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2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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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解答修正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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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A 或 D B C B C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A A C B D C B C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E DE ABC ABCD BD BCE AE DE ABDE A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E BCE ABCD ACD ACDE ABCDE ABCDE ABCD BE ABCDE 

 

 

火災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D B C A A B D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B A B C C A D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E ABCE CD ACD ADE AB ABCDE BCD ACDE AB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E BCE CE ABCDE ABCD ABDE BD BCDE ABDE ABC 

 

 

消防實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D D B B A C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D A B C A A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E BC BCDE CDE ABD ACDE ABE ABCDE CE A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E BE ACE CE BD BCE ACDE ABC CE BCD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2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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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 C B D A D C B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D A D A D C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 ABE E ABCE B B CD ABCDE ABCDE A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 ABD ABD E ADE ADE ABCD BC CE AC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A A D C D A D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B C C C D C D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E ABCDE ABC CDE BC C ABDE ABCD ABCDE 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 ACDE ABC ACE B AE BCDE ABCDE C ABDE 

 

 

交通工程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D C D A D A D C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B D B A A C D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 ACE BCDE CDE CDE ABC DE ABD AD A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 ABE BCE ABCDE ABD ABCDE ABC BE ABD ABC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2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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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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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D A D B C D B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A D D C A 或 B

或 C 

A C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E BC ABDE CD BDE BCD BCD BD ACE 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D CE ACD ABDE BD AC CD ADE ABDE ABD 

 

航海學及輪機學概要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A C B A D C B D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C B D C B A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 ACE ABDE A ABCDE ABCD CDE ABCDE ABDE A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E ABCDE DE ACDE ABDE BD ABD ABC ABDE CD 

 

國際海洋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A B D D D D A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D B D C C A D B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E ABC BD AE ACDE CD BC ABDE ABDE AB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E CD ABD ABCE AC CDE ABCD ADE CDE ABCD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2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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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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標準答案釋疑結果 

【釋疑結果總說明】： 

一、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考生對標準答案有疑義請求釋疑者計 38 題，

64 人次，統一將命題老師釋疑結果公告於本校網頁，請考生自行查看。 

二、各科考生所提試題疑義，經命題老師審慎斟酌結果，修正之科目、題號如下(計 4 科，4

題)，其餘各科答案均正確無誤。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第 17 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修正為(A)或(B)或(C)。 

 

【消防法規與消防安全設備】 

第 4 題：本題原公布答案(D)，修正為(A)或(D)。 

 

【交通工程】 

第 27 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DE)，修正為(DE)。 

 

【航海學及輪機學概要】 

第 24 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D)，修正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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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各科釋疑結果】 

一、共同科目 

【國文公文】 

第一、(一)題：【考生 20410 提】 

1.用「公告」為之。(2 分) 

2.理由：因係警政署公開招考警務正若干名，用「公告」公開徵求為宜。（3分） 

【英文】 

第 35 題：【考生 20028、36014、20686提】 

1.本題是談 if 子句對犯罪率變化的期待以及所採取的對策，所以邏輯上會期待犯罪率

下降而不是上升，因此(C) “decreased”才是最佳答案。所以維持原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42 題：【考生 20605 提】 

1.本題整篇短文談述台北街頭機車在人行道騎乘現象、原因及解決方案，認為有恐懼

的不安全感，因為經常有機車從後面呼嘯而過(roar up behind you)，並沒有說行

人容易受傷，以單選最佳答案來看，選項(B)較選項(C)更能顯示作者文章含意。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48 題：【考生 20758 提】 

1.本句的句義為：DNA 是能確定多個樣本是否來自同一個體的有效“方法”, 故 (C)  

“method”是正確答案，而(A) “direction”與本句語意邏輯不通。所以維持原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二、行政警察學系、刑事警察學系、水上警察學系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第 5 題：【考生 20145 提】 

1.本題乃客觀歸責理論當中所謂「屬於第三人專業負責的領域者」之典型案例，該實

害不可歸責於製造法不容許風險之人。另本題題幹中既然提到甲於該車後無任何警

示標識，且並無特別提到甲身上有任何警示標識，因此就應當作無任何警示標識來

處理，否則的話，乙、丙在客觀上皆可歸責。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14 題：【考生 20631、21222、20693 提】 

1.依現今實務見解（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第 5151 號判決、94 年台上字 4046 號判決、

86 年台上字第 4311 號等），甲尚未著手放火。按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第 5151 號

判決謂：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謂著手，係指犯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開始實行

而言，其在開始實行前所為之預備行為，不得謂為著手，自無成立未遂犯之餘地。

關於本件上訴人第二次放火部分，原判決既認定上訴人「攀爬圍牆臺階將所購買寶

特瓶裝之汽油，自圍牆上所架設鐵欄桿之間隙倒入該卡拉ＯＫ店廚房內」，「尚未以

打火機點火之際，適為許 尹、楊忠熙及陸志雄發現制止」，即上訴人之犯罪行為，

僅止於傾倒汽油，尚未點火，仍不能謂上訴人對於放火罪之構成要件事實業已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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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自無成立未遂犯之餘地。而放火罪有處罰預備犯之明文，其點火前即開始著

手實行犯罪前所為傾倒汽油之行為，尚屬犯罪之預備階段，應論以預備犯，始告適

當。乃原判決竟論以未遂犯，即有適用法律不當之違誤。從而，原判決在採證上與

法律適用上均有違誤，自屬不可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尚非全無理

由，仍應認有發回更審之原因。至於原判決所持「傾倒汽油已表現放火行為之外觀、

可隨時引燃、具備燒燬住宅之危險之可能性」之理由，核屬構成犯罪條件之狀態，

係犯罪之預備階段，蓋既尚無火源存在，仍不足認放火之犯罪行為已著手；而所持

「倒油之動作與點火動作已密接結合或放火行為之連續動作」之理由，則與事實不

符，蓋既尚未點火，豈有與點火動作密接、結合之可言，上訴人僅止於傾倒汽油，

何來放火行為之連續動作，附此敘明。 

  另附帶說明的是，考生所提的最高法院判決已過時且不再被援用。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第 17 題：【考生 20028、20631、20693、20392 提】 

1.由於學說意見與實務見解目前對此尚有歧異，故本題答案以修正為宜。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修正為(A)或(B)或(C) 

第 18 題：【考生 20145、20693 提】 

1.按刑法第 185 之 4 條肇事逃逸罪，縱依實務見解，不以行為人知人死傷為必要，但

其並不等於對於「肇事」可以完全無認識；又肇事逃逸罪係為故意犯罪，行為人自

然必須知道「肇事」，始可能成立該罪，否則根本無逃逸可言。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30 題：【考生 20410 提】 

1.證人未經合法具結所為之證言，固非當然無證據能力，然而刑法第 168 條偽證罪之

成立係以合法具結為要件，證人未經合法具結，自不成立偽證罪；至於其所為之證

言是否具有證據能力，與偽證罪之成立與否無關。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E)無誤 

第 31 題：【考生 20758 提】 

1.強制性交罪、強盜罪、擄人勒贖罪此三者，只要行為人與被害人均非我國國民，即

無我國刑法之適用，其並不符題幹之要求。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D)無誤 

第 37 題：【考生 20463、20605 提】 

1.本題題幹中，既未提到有營利意圖或行為，也無提到有未滿十六歲之人，同時也未

提到意圖供人觀覽，故不成立誘媒容留性交猥褻罪與公然猥褻罪。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D)無誤 

第 38 題：【考生 20693】 

1.本題題幹稱「拘捕」，其包括拘提與逮捕，故所謂逕行拘提，白話的意思就是「無

票而直接抓人」。又不論是現行犯或準現行犯之逮捕，其情況屬急迫，自不待言。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DE)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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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警察學系 

【警察勤務】 

第 1 題：【考生 20028 提】 

1.依據 102 年內政部警政署編印最新版之「警察實用法令」第 196 頁「警察機關受理

報案 e 化平臺作業要點」第三點之規定共有九類 e 化平臺系統。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10 題：【考生 20499、20605、20171 提】 

1.依據 102 年內政部警政署編印最新版之「警察實用法令」第 265 頁「警察勤務區家

戶訪查作業規定」第三十七點之規定，執行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於簽出後三十分

鐘、返所前二十分鐘內，應至村里長服務處所、警勤區內巡邏簽章表處所（二處以

上）巡簽。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第 38 題：【考生 20861 提】 

1. 依據 102 年內政部警政署編印最新版之「警察實用法令」第 262 頁「警察勤務區

家戶訪查辦法」第八條之明文規定，「警察勤區員警家戶訪查，「得」實施下列事項：

三、訪詢家戶生活安全需求事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 (E)無誤 

【警察法規】 

第 8題：【考生 21187  提】 

1.所謂行政執行指，「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者。

選項(A)深夜喧嘩，不聽勸阻。屬於違序行為。因此，選項(D)受居家隔離命令仍外

出。屬於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第 11題：【考生 20463、21187、20686、20758、20861、20410  提】 

1.依行政執行法第 38 條規定：「軍器、凶器及其他危險物，為預防危害之必要，得扣

留之。 扣留之物，除依法應沒收、沒入、毀棄或應變價發還者外，其扣留期間不

得逾三十日。但扣留之原因未消失時，得延長之，延長期間不得逾兩個月。扣留之

物無繼續扣留必要者，應即發還；於一年內無人領取或無法發還者，其所有權歸屬

國庫；其應變價發還者，亦同。」故其中選項(C)扣留原因未消失，得延長扣留一

個月，並非完全正確。 

2.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1 條：「警察對軍器、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為預防危害之必

要，得扣留之。」第 24 條：「扣留之物無繼續扣留之必要者，應將該物返還所有人、

持有人或保管人；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不明時，得返還其他能證明對該物有權

利之人。扣留及保管費用，由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負擔。扣留之物返還時，

得收取扣留及保管費用。物經變賣後，於扣除扣留費、保管費、變賣費及其他必要

費用後，應返還其價金與第一項之人。第一項之人不明時，經公告一年期滿無人申

請發還者，繳交各該級政府之公庫。」 

3.有關「危險物之扣留」規定，如上述行政執行法第 38 條及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1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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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條均有規定。相關後續之處理程序，二者略有不同。行政執行法列出無法發還，

警職法規定無人申請，其所有權分別歸屬國庫及各級政府公庫。二者皆是正當程序

之表示。選項(A) 扣留物一年內無法發還，其歸屬國庫，符合行政執行法之規定。 

4.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21題：【考生 20952 提】 

1.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89 號解釋理由書：「．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亦與上開闡

釋之一般行為自由相同，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自由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理念，維

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亦屬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因此，

選項(E)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屬憲法第二十三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並非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CD)無誤 

第 31題：【考生 21187、20952 提】 

1.依行政執行法第 5 條規定：「行政執行不得於夜間、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為之。但

執行機關認為情況急迫或徵得義務人同意者，不在此限。」但書前為原則，但書之

後為例外。因此，選項(D)行政執行原則不得於夜間、星期日為之，屬於正確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DE)無誤 

第 34題：【考生 20686、20758 提】 

1.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規定：「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於下列

各款之人查證其身分：一、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三、

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者．。」

選項(C)深夜隱匿於公園暗處之人。應屬前述一、三款之範圍。而選項(A)參加公開

集會遊行之人。在無具體危險徵兆前，應不屬之。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DE)無誤 

第 35題：【考生 21187提】 

1.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條規定：「警察．．得協調相關機關（構）裝設監視器，或

以現有之攝影或其他科技工具蒐集資料。依前項規定蒐集之資料，除因調查犯罪嫌

疑或其他違法行為，有保存之必要者外，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時起一年內銷毀

之。」因此，選項(E)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對監視器攝錄之影像，原則應於一

年內銷毀。屬於正確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DE)無誤 

第 37題：【考生 20758提】 

1.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裁定拘留確定，經通知執行，無正當理由不

到場者，強制其到場。」因此，選項(C)裁定拘留確定，經通知執行，無正當理由

不到場之人，強制其到場。屬於正確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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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刑事警察學系 

【犯罪偵查學】 

第 1 題：【考生 30361 提】 

1.犯罪偵查學之主要目的在研究偵查原理及偵查方法，而「偵查對策」即為探討偵

查原理以找出適當的偵查方法之意，故為正確之選項。 

2.請參閱文獻資料： “犯罪偵查學的研究對象是偵查機關和享有偵查權的機關對於

刑事犯罪進行偵查活動時所採用的對策。”(當代偵查學，張玉鑲著，p3) 

3.選項(D)「偵查邏輯」乃犯罪偵查人員應具有之專業素養與核心能力，非研究目的。 

4.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9 題：【考生 30361 提】 

1.誠如考生所提之疑義敘述：” …搶劫犯嫌……多以恐嚇為其搶奪之手段…”，正

因為是如此，致使被害人心生畏懼，尤其歹徒手持致命武器之情況下，被害人處

於生命身體遭受重大威脅，故而被迫配合，交出錢財，雖然歹徒搶劫得逞，被害

人亦倖保生命身體之無恙。此乃被害人於被搶過程中，致死或重傷之比率並不高

的直接關連原因。歹徒實施犯罪時一般不認為將被逮捕、追訴及審判，故並不以

所犯罪名之法定刑期之輕重為決定是否犯罪之主要因素。因此，「歹徒手持凶器威

嚇使然」是最正確的選項。 

2.選項(D)(歹徒知曉殺人罪刑期很重，不敢貿然下手)並非直接關連原因，因為歹徒

是否下手乃基於有無必要性，若被害人反抗、攻擊，很有可能歹徒會因此而下手。 

3.國外文獻(Criminal investigation, 8th ed., by Swanson, et. al., p. 436., 

Criminal investigation, 5th ed., by Bennett, p281)亦有相同之敘述：”One 

theory surrounding low injury and death rates among robbery victims include 

the threat of force present, the use of force, or the presence of a weapon 

often reduces the likelihood of the victim resisting. Many victims comply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perpetrator when presented with threatening 

statements, notes, or a visible weapon.” “In most situations, the mere 

showing of a gun will accomplish this.”, ”….victims who do nothing to 

defend themselves or their property are the most likely to avoid 

injury,….”(關於搶劫被害人低受傷率與低死亡率的一個理由為歹徒武力之威

脅與使用以及武器之展現，常降低被害人抗拒的可能性。面對這些武力之威脅時，

許多被害人遵從歹徒之要求、、、)(絕大多數情況下，單單只是取出武器威脅即

足以遂行搶劫、、、)(被害人不做抵抗是最有可能免於受傷、、、)。 

4.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10 題：【考生 30361 提】 

1.本題之題幹為「對於販賣毒品犯罪事實之認定、起訴與判決」，其關鍵要件有二，

一為確認交易之標的確為毒品，另一為確認交易行為。選項 A正是要件之一，故

為正確答案。選項 B「交易買賣地點」並不能證明交易行為，不是正確答案。亦

即，必須先證明所查獲之證物確實是毒品，而後才會有後續的起訴與判決可言。 

2.現行偵查實務單位所使用之商業化毒品檢驗盒(初步呈色檢驗)以及諸多刑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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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之儀器確認性之檢驗分析，均為實現上述證明目的之鑑識作為。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刑事鑑識概論】 

第 40 題：【考生 30128 提】 

1. 40 題之題目如下： 

40.以下何者屬於生前傷之生活反應？ 

(A) 流出的血液大部分呈現凝固   

(B) 傷口呈現腫脹發炎之現象 

(C) 於氣管破損之死者發現其支氣管中有部分血液 

(D) 離斷之血管壁外觀平整 

(E) 皮膚肌肉血管離斷處會因收縮致使傷口變小 

依據刑事鑑識概論【76 年，徐健民等編著，中央警官學校出版。】第 90 頁之內容，

選項（E）之正確描述應為『皮膚肌肉血管離斷處會因收縮致使傷口開大』而非『皮

膚肌肉血管離斷處會因收縮致使傷口變小』。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無誤 

五、消防學系 

【消防法規與消防安全設備】 

第 4 題：【考生 36004 提】 

1.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火災鑑定委員會設置基準及指導要點第二點規定，火災鑑定委

員會（以下簡稱鑑委會）之任務包含：火災鑑定之新技術、新設備之蒐集、研究、

適用及改進事項。原題 A 選項之描述，符合上述法規之規定。另原答案 D 選項之

描述，符合消防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本題為單選，惟 A 選項與 D 選項均屬

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修正為(A)或(D) 

第 11 題：【考生 36152、36008、36014、36019、36004 提】 

1.依據災害防救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應儘速協調金融機

構，就災區民眾所需重建資金，予以低利貸款。」原題所陳「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

會」已於民國九十九年修法調整，與現有規定「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有所不符。

再則，民國九十九年之前之「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之實際組織、功能及運作模

式，亦與現今「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有顯著差異，兩者無法等同。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消防實務】 

第 31 題：【考生 36152、36019、36162 提】 

1. 本題係以實務情境方式命題，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7 條 2 項中"...引火人應於五日

前向當地消防機關申請許可後，於引火前在引火地點四週設置三公尺寬之防火間

隔，及配置適當之滅火設備..."；因此答案(B) 引火人於向當地消防機關申請許可一

週後實施引火，符合五日前申請之要求，答案(D) 引火前在引火地點四週設置 4 公

尺寬之防火間隔及配置適當之滅火設備，亦符合 3 公尺防止延燒間隔之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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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第 17 條 3 項中"...引火應在上午六時後下午六時前為之.."，因此，答案(E) 引火

在上午八時後開始，預計 6 小時完成，引火時並應派人警戒監視，俟火滅後始得離

開，引火時程亦符合法規要求。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E)無誤 

六、交通學系 

【道路交通法規】 

第 2 題：【考生 38053 提】 

1.依據單選題之注意事項所示：備選答案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查本題下列何

者不是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規定的特種車輛？ 

  (A)拖吊車     (B)灑水車    (C)憲警巡邏車    (D)掃街車 

答案選項（A）「拖吊車」是明確非交通規則所規定的特種車，是一般車輛，係拖

吊違規車輛或故障車之功能，其明顯與特種車「吊車」之功能與操作是不同的；另

答案選項（D）一般俗稱之「掃街車」係在道路上清掃道路之車輛，與特種車「清

掃車」同樣都是用於清掃道路之車輛，其用途及功能可說是一樣的。綜上所述，本

題為單選題，備選答案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因此，本題答案為（A）。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16 題：【考生 38048 提】 

1.依據單選題之注意事項所示：備選答案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查本題「汽車

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遇有濃霧、強風、大雨或其他特殊狀況，致能見度甚

低時，下列何者不正確？」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十二條第

一項之規定，(A)選項中的「避車彎」是指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的「避車彎」，係專

供公務車輛執勤使用之空間，遇有濃霧、強風、大雨或其他特殊狀況，致能見度甚

低時，依規定汽車得在路肩暫停，並無開放避車彎內供使用之情形；另依據「高速

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五條之規定，選項(C)立刻將時速降至 40 公里以

下，亦即需將車速降至 40 公里以下，亦符合規定。綜上所述，本題為單選題，備

選答案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因此，本題答案為（A）。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28 題：【考生 38053、38094 提】 

1.查本題「下列那些活動應事先向警察機關申請核准，方可實施？」 

 (A)在道路辦理馬拉松競賽    (B)在道路曝曬稻穀  

 (C)在道路舉辦歌唱比賽 (D)在道路擺設宴席 

 (E)在道路舉辦踩街活動 

答案選項(B)在道路曝曬稻穀，是屬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第 1 項第 9

款」後段中之其他類似之行為，因此，本題答案為（ABCDE）。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E）無誤。 

第 29 題：【考生 38094 提】 

1.查本題執行交通稽查勤務人員，對於駕駛人之交通違規行為，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

者，下列何者可以逕行舉發？ 

 (A)搶越平交道  (B)闖紅燈右轉  (C)未依規定行駛車道 (D)未保持安全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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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裝載貨物之貨車，行經設有固定地磅之道路，不依規定停車過磅  

答案選項(E)裝載貨物之貨車，行經設有固定地磅之道路，不依規定停車過磅，係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 條之 2 第 1 項第 6 款」之規定，與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9 條之規定無涉；另選項(C)未依規定行駛車

道及(D)未保持安全距離，亦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 條之 2 第 2 項第 5、7

款」規定可逕行舉發之行為，因此，選项（ABCDE）均為本題之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E）無誤。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第 3 題：【考生 38048 提】 

1.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十一點第(三)項「調查訪問文書製作」第 7目規定「處

理 A3類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當場自行和解，表明不需警方處理者，得敘明理由

免予製作談話紀錄，惟仍應依規定實施現場測繪、攝影等蒐證作為……」。 

2.選項「(A) 實施現場測繪、攝影」等蒐證作為之唯一產出，即於當場繪製現場圖、

製作現場照片，而當場產出之該現場圖、現場照片等均屬公文書。 

3.選項「(B)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比例圖」、「(C) 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D) 道

路交通事故刑案移送書」均非 A3 類道路交通事故必須製作之公文書。 

4.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4 題：【考生 38094 提】 

1.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

人，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關申請閱覽或提供相關資料：一、於事故現場得申請提

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二、於事故七日後得申請……。」得知道路交通

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最好於「現場」完成製作。 

2.選項「(B)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C)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比例圖」、「(D) 車

體跡證攝影存證」等均非必需於現場完成製作，該三項公文書均可於離開現場後再

完成製作。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8 題：【考生 38048 提】 

1.證據雖可依刑事訴訟法第 133 條扣押之，但扣押證據之權限，依刑訴訴訟法第 136

條、第 131 條第二項之規定，其權限均在於法官或檢察官，而不在於警察官。執行

「一般扣押」，需有搜索票(參見刑事訴訟法第 136 條第二項、第 128 條)；即使於

偵查中，因情況急迫，二十四小內必須保全證據而執行之「逕行搜索」，雖然無需

搜索票，但其權限仍在檢察官，而不在於警察官。故警察因偵辦道路交通事故有「逕

行搜索」之需要時，仍需請示檢察官，而無法立即採取扣車之作為。 

2.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條第六項規定，「肇事車輛機件及車上痕跡證據尚

須檢驗、鑑定或查證者，得予暫時扣留處理，其扣留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

因其扣車權限在警察官，故警察可以立即採取扣車之作為。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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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 

第 27 題：【考生 38094 提】 

1.本題答案選項(A)所指汽缸總排氣量未滿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之機器腳踏車確實涵蓋

二百五十立方公分至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之大型重機車，故非為正確答案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DE)，修正為(DE) 

七、水上警察學系 

【航海學及輪機學概要】 

第 24 題：【考生 39041 提】 

1.依題意 sin10°× 120 浬 = 0.1736 × 120 浬 = 20.83 浬，答案選項(D)向東方向航行

21.83 浬，非正確答案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D)，修正為(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