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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各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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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y got a(n) _____ for driving too fast.  

 (A) citation (B) ID (C) amendment (D) license (E) certificate 

2. The mayor of Kaohsiung agreed to provide financial aid to the flood _____. 

 (A) police (B) victims (C) applicants (D) agents (E) protesters 

3. You can’t come into my house without a search _____. 

 (A) penalty (B) evidence (C) checkbook (D) warrant (E) regulation 

4. Taipei’s traffic is too _____, especially during the rush hour. I can’t stand it.  

 (A) exclusive (B) basic (C) reasonable (D) suspicious (E) chaotic  

5. Conducting an outdoor assembly without any _____ is illegal. 

 (A) confession (B) conviction (C) permission (D) questioning (E) evaluation 

6. The police retrieved any _____ camera footage around the crime scene. 

 (A) proof (B) security (C) crime (D) metal (E) national  

7. Hurry and call a(n) _____, someone just got hit by a truck. 

 (A) ambulance (B) jury (C) judge (D) witness (E) informant 

8. You have _____ the law because you are underage and still wander around 

after midnight. 

 (A) enforced (B) detected (C) violated (D) granted (E) illegaled 

9. You are under _____ for selling Ecstasy to school kids.  

 (A) to arrest (B) arresting (C) arrested (D) arrests (E) arrest 

10. I’d like to report a lost object. My purse was _____. 

 (A) stealing (B) been stealing (C) stole (D) stolen (E) ste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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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ything you say can be used _____ you 

in a court of law. 

 (A) in (B) upon (C) by (D) for (E) against 

12. Officer Li asks the driver to _____ because of speeding. 

 (A) pull out (B) pull away (C) pull off (D) pull over (E) pull down 

13. The police kept the suspect under ______. 

  (A) surveillance   (B) violation  (C) service    (D) attack  (E) prevention 

14. People with a(n) ______ record often have difficulty finding a job. 

 (A) critical (B) transnational (C) criminal (D) global (E) public 

15. That actress had to receive help in order to overcome her drug ______. 

  (A) commitment (B) addiction (C) organization (D) investigation (E) custody 

二、會話：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10 分) 
16. A: Where is Detective Lin’s office?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Around 3 o’clock (B) On the 3
rd

 floor 

 (C) Not until 3 (D) In about 3 minutes 

 (E) About 3 years ago 

17. Officer Lin: Officer Wu, could I talk to you for a minute? 

 Officer Wu: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May I take a message? (B) Next Saturday. 

 (C) I have talked to her. (D) I’m sorry. I’m just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E) I’m sorry. Detective Wang isn’t here. 

18. A: I would like to withdraw NT$50,000.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Call the police! (B) How did you lose that 

amount of money? 

 (C) May I see your bankbook, please? (D) That’s expensive.  

 (E) Here’s my driver’s license. 

19. A: Excuse me, duty officer, where is the bus stop?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Next to the library (B) In the kitchen 

 (C) Next week (D) In about 5 minutes 

 (E) In the classroom 

20. A: This wouldn’t have happened if you had watched where you were 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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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It wasn’t my fault. You ran through the red light. 

 A: The light was yellow. 

 B: It couldn’t have been yellow on your side because it was green when I 

went through it. I hope you have insurance. 

 A: We’ll see what the cops have to say. They should be here in any minute. 

 Q: What has just taken place? 

 (A) B stopped at the red light. (B) A was running down 

the street. 

 (C) They stole something. (D) A has car insurance. 

 (E) They had a car accident. 

三、綜合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40分) 
I. (21-26 題) 

   When you drive a car, it is important to always look at what is going on 

around you. Cars, scooters, bicycles and people are everywher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lways be   21   the lookout for them. When you   22   a left 

or right turn,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is trying to get around you. It is 

a good idea to always look in your mirrors. If you are careful, you can   23   

many accidents. Each year, thousands of people die because people are careless 

when they drive. These accidents don’t have to  

  24  . Being a careful driver i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25   a person can do 

when they are on the road. (excerpted from GEPT cloze test by Jolihi Press, 

2003) 

21. (A) on (B) in (C) for (D) by (E) away 

22. (A) get (B) do (C) make (D) play (E) turn 

23. (A) follow (B) keep (C) catch (D) avoid (E) increase 

24. (A) take off (B) take place (C) take over (D) take away (E) take down 

25. (A) which (B) where (C) whom (D) who (E) that 

26. What should you do when you drive a car? 

 (A) Just drive and ignore any other cars. 

 (B) Should not care anyone when you turn right or left. 

 (C) Just pay attention to cars, but not bicycles nor people. 

 (D) Always look at what is going on around you. 

 (E) Being a careless driver when you are on the road. 

II. (27-40 題) 

   There is a(n)   27   – a surprising, opposite result – to all this di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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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many people are becoming thin, other people are becoming overweight. 

More people are overweight than in the past! In many countries, there is a   28   

problem with obesity.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irst, these days, many 

people often go to fast-food restaurants. At these restaurants, many of the foods 

(such as fried potatoes and deep-fried meat) are   29   in fat, so are some of 

the dairy products. Second, dieting doesn’t often work. Sometimes people   30   

weight fast, but they usually gain it back again. Almost 95 percent of all people 

gain back weight after   31  . One problem with obesity is easy to see: 

overweight people have more sicknesses, such as heart disease and diabetes. 

(excerpted from Interactions Access by McGraw-Hill, 2007) 

27. (A) work (B) wordless (C) irony (D) effort (E) joy 

28. (A) small (B) violent (C) serious (D) minor (E) light 

29. (A) high (B) low (C) tall (D) good (E) mediocre 

30. (A) lost (B) lose (C) loss (D) are lost (E) losed 

31. (A) a diet (B) a minute (C) driving (D) hiking (E) reading 

32. If you _____ something, you usually put it in oil.  

 (A) steam (B) boil (C) grill (D) fry (E) bake 

33. If you _____ weight, you will weight more. 

 (A) hold (B) lost (C) gain (D) get (E) make 

34. Based on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s does not belong to the group? 

 (A) diabetes (B) heart disease (C) sickness (D) health (E) illness 

35. Based on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s does not belong to the group? 

 (A) overweight (B) slender (C) heavy (D) fat (E) plump 

36.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mean in the sentence? 

 Dieting often doesn’t work. People usually gain back the weight. 

 (A) have a job (B) succeed (C) operate (D) make or shape (E) be active and try 

37.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mean in the sentence? 

 I have to work hard to stay thin. 

 (A) have a job (B) succeed (C) operate (D) make or shape (E) be active and try  

38. What is the closest meaning to “While” in line 1? 

 (A) period of time (B) occasionally (C) although (D) whereas (E) at the same time 

39. What is the closest meaning to “obesity” in line 7? 

 (A) a condition of being very overweight (B) a condition of dr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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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much 

 (C) a condition of working too much (D) people are becoming 

thin 

 (E) people are eating too much sugar 

 

40. What is the closest meaning to “dairy” in line 5? 

 (A) disease (B) journal (C) every day (D) food (E) products from milk 

四、閱讀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I. (41-45 題) 

   My name is Elena Sanchez. I’m from Mexico, but now I live in California. 

I’m a student here in English language classes at a small college. 

   I live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It’s on the corner of Olive Street and 

Sycamore Avenue. My address is 2201 Olive Street. There’s a big olive tree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There’s a park across the street. There are a lot of oak trees 

in the park. The trees are beautiful in the summer. 

   A lot of my neighbors ar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people next to me 

are from Indonesia. The family across from the Indonesian family is from 

Colombia. 

   The stores in this neighborhood are always busy. There’s a Korean drugstore 

and an Armenian flower shop. A Chinese church is next to the flower shop. 

There are three restaurants on Olive Street: one Mexican, one Japanese, and one 

Moroccan-Italian-American! (excerpted from Interactions Access by 

McGraw-Hill, 2007) 

 

 

 

 

 

 

 

 

41.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article? 

 (A) Elena studies English in a college in California. 

 (B) The people in Elena’s neighborhood are from many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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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There are restaurant with food from many countries in Elena’s 

neighborhood. 

 (D) Elena likes her neighbors very much. 

 (E) Elena can try different cuisines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everyday. 

42. Place A is __________. 

 (A) a Chinese church (B) the Indonesian family 

 (C) a park (D) the Colombian family 

 (E) a Japanese restaurant 

43. Place B is __________. 

 (A) a Chinese church (B) the Indonesian family 

 (C) a park (D) the Colombian family 

 (E) a Japanese restaurant 

44. Place E is __________. 

 (A) a Chinese church (B) the Indonesian family 

 (C) a park (D) the Colombian family 

 (E) a Japanese restaurant 

45. Based on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s does not belong to the group? 

 (A) Japan (B) Mexico (C) America (D) Indonesia (E) Colombia 

II. (46-50 題) 

   Many people are surprised when they find that the Internet was set up in the 

1960s. At that time, computers were large and expensive. Computer networks 

didn’t work well. If one computer in the network broke down, then all of the 

network stopped. So a new network system had to be set up. It had to be good 

enough to be used by many different computers. If part of the network was not 

working, information could still be sent through another part. In this way, the 

computer network system would keep working all the time. 

   In the early 1970s, computers were still very expensive and the Internet was 

difficult to use. By the start of the 1990s, computers became less expensive and 

easier to use. Scientists had also developed software that made surfing the 

Internet more convenient. 

   Today, it is easy to get on line and it is said that millions of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every day. Sending e-mail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with students. 

(excerpted from GEPT reading comprehension by Jolihi Press, 2003) 

46. It took about ______ for computers to become less expensive. 

 (A) 10 years (B) 20 years (C) 30 years (D) 40 years (E) 5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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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In the 1960s, the computer network _____________. 

 (A) had few problems (B) had a lot of problems 

 (C) was good enough to be used (D) was already used by 

millions of people 

 (E) was not set up yet 

48. Which statement is TRUE? 

 (A) The Internet has a history of less than thirty years. 

 (B) Scientists set up a new network system to make computers cheaper. 

 (C) In the 1970s, computers became easier to use. 

 (D) People didn’t have enough software to get on line conveniently until the 

early 1990s. 

 (E) Even today,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use the Internet and not many people 

use it. 

49. What’s the opposite of “expensive” in line 2?  

 (A) costly (B) priceless (C) nonexpensive (D) invaluable (E) cheap 

50. What does “e” in the word “e-mail” in line 11 stand for? 

 (A) electronic (B) electronics (C) electro (D) electric (E) elect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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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

試 試 題 

系 別：各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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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05月 02日【蘋果日報/綜合報導】北市一名八

歲女童日前疑因營養不良、挨餓等原因死亡，檢警解剖

發現她的身高僅九十公分、體重八公斤，全身幾乎是皮

包骨，看不到一塊肌肉，「簡直像一具活骷髏！」調查

發現，女童與單親貧母三年來幾乎足不出戶，窩在十坪

大套房艱苦度日，本該念小二卻未報到，教育單位也竟

未通報，女童成為沒人理的「幽靈人口」。兒福團體昨

大罵市府失職，「若早通報，或許可救女童一命！」請

參酌上述報導，以「守護婦幼安全之我見」為題，寫作

論文一篇。 

貳、公文題(50分) 

一、請以圖示說明文書處理之流程。(20分) 

二、試擬內政部警政署致所屬警察機關函：綜觀近期聚眾活

動型態，大多以臉書（Facebook）號召動員，其人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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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分子較難掌握，且活動形態明顯轉為激進。請各直

轄市、縣（市）警察局，運用全國情資網路，確實掌握

陳情抗議團體之動、靜態，掌握機先、慎防危安事件發

生，確保良好社會秩序。(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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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各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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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依據憲法主權在民之原則，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行使，特制定公民投

票法。當國家遭受外力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時，總統如何發動

公民投票？ 

 (A) 總統得依緊急命令法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直接交付公民投票 

 (B) 總統得經國家安全會議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

票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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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總統得經立法院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 

2. 公民投票法中訂有設置全國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規定，關於該組織

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設於行政院 

 (B)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委員由各政黨依立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

薦，提請總統任命之 

 (C)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

之一 

 (D)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之 

3. 公民投票法所稱公民投票，包括全國性及地方性公民投票，其中地方性

公民投票適用事項，不包括以下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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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地方租稅稅率之創制或複決 (B) 地方自治法規之複決 

 (C) 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D) 地方自治法規立法原則

之創制 

4. 為保障憲法第 14條之人民集會自由，以及維持社會秩序，已制定集會遊

行法，下列規定何者未列入集會遊行法？ 

 (A) 集會、遊行，而有違反法令之行為者，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

止或命令解散。前項制止、命令解散該管主管機關得強制為之 

 (B) 該管主管機關應衡量道路交通用路人權益意旨，均衡維護，惟因緊

急性、偶發性原因，必要時得採取強制驅離，恢復道路交通 

 (C) 本法所稱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演

說或其他聚眾活動 

 (D) 本法所稱遊行，係指於市街、道路、巷弄或其他公共場所或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之集體行進 

 

 

 

 

 

 

5. 憲法第 14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
治重要的基本人權。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5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 集會遊行法規定限制集會、遊行之負責人、其代理人或糾察員之資
格，與憲法第 23條規定並無牴觸 

 (B) 集會遊行法規定同一時間、處所、路線已有他人申請並經許可者，
為不許可集會、遊行之要件，牴觸憲法第 23條規定 

 (C) 集會遊行法規定「集會遊行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乃係主
管機關於許可集會、遊行以前，得就維護國家安全所作之審查，與
憲法保障表現自由之意旨無違 

 (D) 集會遊行法規定主管機關得事先評估將來可能發生「危害國家安
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事件，係基於情報偵蒐與社會安全之預
判作為，主管機關以此作為是否准予集會、遊行之依據，不違憲法
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 

6.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18 號解釋認為，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係
本於主權在民理念，為實施民主政治以促進思辯、尊重差異，實現憲法
兼容並蓄精神之重要基本人權。下列敘述何者並非該解釋要旨？ 

 (A) 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以集體行動之方式和平表達意



憲法3  

見，與社會各界進行溝通對話，以形成或改變公共意見，並影響、
監督政策或法律之制定 

 (B) 集會遊行法規定偶發性集會、遊行，仍須事先申請許可，係以法律
課予人民應遵守之義務，屬平衡社會公益之必要 

 (C) 集會遊行法關於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違反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 

 (D) 集會遊行法關於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不符憲法第 14

條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 

7. 依立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行政院遇有重要事項發生，或施政方針變更
時，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應向立法院院會提出報告，並備質詢。
前項情事發生時，如有立法委員提議，並連署或附議，經院會議決，亦
得邀請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向立法院院會報告，並備質詢。前項
規定之連署或附議，至少需幾人以上？ 

 (A) 11人 (B) 13人 (C) 15人 (D) 17

人 

8. 憲法第 59條規定，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三個月前，應將下年度預算案
提出於立法院。關於立法院審查預算之規定與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立法院議決預算案應經三讀會 

 (B) 行政院得就立法院決議之預算案全部或一部，經總統核可後，移請
立法院覆議 

 (C)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預算案經立法院通過及公布手續後即為法定預
算，其形式上與法律相當 

 (D)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主管機關依職權停止法定預算中部分支出項
目之執行，當然構成違憲或違法 

9. 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
充分之防禦權。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54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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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監聽、錄音，尚未違反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之規定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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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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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 

10. 依憲法增修條文所制定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目的在國
家統一前，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
件。依該條例之用詞定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A0000001&FLNO=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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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臺灣地區指臺灣、澎湖。另金門、馬祖為專屬接戰地區 

 (B) 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C) 臺灣地區人民指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 

 (D) 大陸地區人民指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  

11. 有關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10號解釋要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對於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而
須為急速處分之情形者，治安機關得逕行強制出境，不符憲法第 10

條保障遷徙自由之意旨 

 (B) 關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等規定，未能顯示暫予收容之意旨、事由，
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C) 關於暫時收容部分，未予受暫時收容人即時之司法救濟；於逾越收
容期間之收容部分，未由法院審查決定，均不符憲法第 8 條保障人
身自由之意旨 

 (D) 治安機關將經許可合法入境臺灣，逾停留、居留期限或從事與許可
目的不符之活動之大陸地區人民逕行強制出境，未予申辯之機會，
有違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12. 憲法增修條文明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
消除性別歧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性別工作平等法所稱性騷擾，成立要件之一係言詞或行為具有性要
求、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意思 

 (B) 我國已制定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之施
行法 

 (C) 我國憲法並未規定對婦女從事勞動者予以特別之保護 

 (D)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認為，婚姻制度係植基於人格自由，但國家為確
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自得制定相關規範，約束夫妻雙方互負
忠誠義務 

13. 憲法及現行法律對於婦女參政權之保障，不包括： 

 (A) 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 

 (B)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其婦女當選人少於應行當選名額時，應將婦女
候選人所得票數單獨計算，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 

 (C)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選出之立法委員，在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
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D) 行政院部會首長中，婦女應占有一定比例之保障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99 號解釋，人之姓名為其人格之表現，如何命
名為人民之自由，為憲法第 22條所保障。依現行法律，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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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或有特殊原因經主管機關認定者，得申請改
名 

 (B) 姓名文字讀音會意不雅，屬於得申請改名之特殊原因 

 (C) 被認領、被收養或終止收養，得申請改姓 

 (D) 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者，得申請改姓或改名 

15.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03 號解釋意旨，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
利，而受憲法第 22條所保障。下列敘述何者並非該項解釋要旨？ 

 (A) 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應保障人民對其個人
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 

 (B) 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應保障人民對其個人
資料揭露範圍、時機、方式、對象之決定權 

 (C) 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應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
使用之知悉權與控制權 

 (D) 國家不應以任何理由執行大規模蒐集、錄存人民指紋、建立資料庫
之政策，更不應以法律明定進行蒐集，以免與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
私權之意旨未合 

16. 憲法第 12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旨在確保人民就通訊之有無、
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之權利，
但為確保國家安全、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得實施通訊監察。關於核發通
訊監察書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偵查中由檢察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 

 (B) 偵查中由司法警察機關聲請，由檢察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 

 (C) 審判中由法官依職權核發通訊監察書 

 (D) 法官於核發之通訊監察書上不得於對任何人註記任何指示 

17.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犯
之罪嫌，最輕本刑為幾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得發通訊監察書？ 

 (A) 5年 (B) 4年 (C) 3年 (D) 2

年 

18.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31 號解釋要旨，國家限制人民有秘密通訊自由
所採取之手段，應有法律依據，並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依通訊保障及
監察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本法所稱通訊包括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輸或接收符號、文
字、影像、聲音或其他信息之有線及無線電信 

 (B) 本法所稱通訊包括郵件、書信、言論、談話 

 (C) 執行機關除有正當理由者外，應至少每 10日派員取回監錄內容 

 (D) 監錄內容顯然與監察目的無關者，不得作成譯文 

19. 憲法第 132 條規定，選舉應嚴禁威脅利誘。選舉訴訟，由法院審判。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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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
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之刑事案件 

 (B) 選舉訴訟，設選舉法庭，採合議制審理，並應先於其他訴訟審判之 

 (C) 各審受理訴訟之法院應於七個月內審結 

 (D) 選舉訴訟，以二審終結，並不得提起再審之訴 

20. 為行使中華民國主權及維護利益，依據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
層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中華民國之專屬經濟海域為鄰接領海外側至距離領海基線 200 浬間
之海域 

 (B) 中華民國之大陸礁層為其領海以外，依其陸地領土自然延伸至大陸
邊外緣之海底區域 

 (C) 中華民國之國防、警察或其他機關，對在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
之人或物，認為有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虞時，得進行緊追、登
臨、檢查 

 (D) 對侵入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之人或物，必要時，得強
制驅離、或逮捕其人員，並提起司法程序。但不得扣留其船舶、航
空器以免國際衝突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貪污治罪條例」新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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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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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所稱之「關係
人」包括： 

 (A) 父母 (B) 所有子女 

 (C) 未成年子女 (D) 配偶 

 (E) 同一戶籍內之兄弟姊妹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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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行動
自由之意旨 

 (C) 與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尚無牴觸 (D) 與憲法保障人民行動自
由之意旨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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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無違 

23. 憲法第 155條規定，人民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
為健全災害防救體制，特制定災害防救法。下列敘述何者屬於災害防救
法所規定之內容？ 

 (A) 受理通報災害或有發生災害之虞的對象包括消防或警察單位、村(里)

長或村(里)幹事 

 (B) 災害防救法立法目的在於強化災害防救功能，亦兼顧國土之保全 

 (C) 各級政府成立災害應變中心後，實施指揮、督導、協調國軍、消防、
警察、相關政府機關、公共事業、民防團隊、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
防救志願組織執行救災工作 

 (D) 災害應變中心依權責以各級政府名義優先使用傳播媒體與通訊設
備，蒐集及傳播災情與緊急應變相關資訊 

 (E) 對於不聽指揮或勸阻進入劃定警戒區域致遭遇危難，並由各級災害
應變中心進行搜救而獲救者，各級政府得就搜救所生費用，以書面
命獲救者或可歸責之業者繳納 

24. 國際人權概念有「人權國際化」和「公約憲法化」兩項特色，下列關於

聯合國和國際人權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 美國總統羅斯福最早提出「四項自由」（freedom），即言論及表達自

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B) 最早倡議簽署《聯合國宣言》的四國是中華民國、美國、蘇聯、英

國 

 (C) 《聯合國憲章》於 1945年通過，為二次世界大戰後建立聯合國組織

奠定基礎 

 (D)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屬於三大「國際人權法典」

之一 

 (E) 我國已制定實施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25. 為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經立法院三讀並由總統於民國 98年 4月公布

實施「兩公約施行法」（簡稱），已將聯合國 1966 年兩公約內容國內法

化，前項所謂「兩公約」係指： 

 (A) 組織權及團體協商權原則之應用公約 (B) 消除各種形式種族歧視

國際公約 

 (C)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D)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 

 (E) 防止及懲治殘害人權罪公約 

26. 依我國憲法與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行政院及立法院之關係，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 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須將應行提出於立法院之法律案、預算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A0000001&FLNO=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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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其他重要事項提

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 

 (B) 行政院有向立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C) 立法委員在任期內任何時間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

詢之權 

 (D) 行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

難行時，得逕行移請立法院覆議 

 (E) 立法院得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如經全體立法委員記名投票

表決二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院院長應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

散立法院 

27. 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關於實施全民健康保險

制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認為，前述「國家」

專指中央政府 

 (B)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認為，前述「國家」專

指行政院及直轄市政府 

 (C) 國家以法律規定強制全體國民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係基於社會互

助、危險分擔及公共利益之考量而來 

 (D) 依現行規定，全民健康保險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之主管機關為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E) 依現行規定，我國全民健康保險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 

28.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等社會福利工作，以下關於

社會救助相關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依社會救助法規定，社會救助包括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

及災害救助 

 (B) 國家對於社會救助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 

 (C) 國家對於社會救助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但不得逾中央政府總

預算百分之三十五 

 (D) 警察人員知悉有社會救助需要之個人或家庭時，應依其意願通報指定

之公私立社會福利機構 

 (E) 警察機關發現無家可歸之遊民，依社會救助法規定應先安置其食

宿，不願接受安置者，應通知其家屬領回 

29. 憲法第 20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下列有關兵役制度之敘

述，何者正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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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女性不用當兵，違反男女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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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後備軍人遷移居住處違反申報義務者，處以刑事罰之規定，與憲法

有所牴觸 

 (D) 依兵役法規定，役男經執行有期徒刑在監合計滿二年者，禁服兵役，

稱為禁役 

 (E) 免除禁役者，倘仍在適役年齡，其服兵役之義務，並不因而免除 

 

 

30. 憲法第 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憲法第 19條規定所揭示之租稅法律主義，係指人民應依法律所定之

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之義務 

 (B) 國家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

之 

 (C) 附著於土地之礦產屬於土地所有人所有，但應依法納稅 

 (D) 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政府不得照價收買 

 (E) 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力資本而增加者，不應由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 

31. 憲法第 21 條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 凡 6歲至 15歲之國民為適齡國民，應受國民教育，未入學者實應強

迫入學 

 (B) 直轄市、縣（市）應設直轄市、縣（市）強迫入學委員會，成員包

括警政單位 

 (C) 鄉（鎮、市、區）應設鄉（鎮、市、區）強迫入學委員會 

 (D) 強迫入學委員會採取之強迫入學方式包括書面警告、罰鍰，並得繼續

處罰至入學、復學為止 

 (E)  6 歲應入國民小學之國民，由當地戶政機關於每年五月底前調查造

冊，並於七月十五日前按學區通知入學 

32. 憲法第 24條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被害人民就

其所受損害，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賠償之方法以金錢賠償為原則，回復原狀為例

外 

 (B)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賠償之方法以回復原狀為原則，金錢賠償為例

外 

 (C) 外國人皆不得請求我國國家賠償 

 (D) 國家賠償訴訟由普通法院審理 

 (E) 冤獄賠償法規定，曾受羈押而受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宣告者，若行為

違反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一律不得請求國家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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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依公務人員行政中立法規定，公務人員應嚴守行政中立，依據法令執行

職務，忠實推行政府政策，服務人民。依據該法規定，以下敘述何者錯

誤？ 

 (A) 公務人員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B) 公務人員不得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 

 (C) 公務人員為支持特定政黨公職候選人，得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

名廣告 

 (D) 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應依規定請假，長官得視情況拒絕 

 (E) 公務人員不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34. 憲法第 17條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關於現行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規定，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 軍事學校學生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B) 選舉訴訟由中央選舉委員會管轄 

 (C) 中華民國國民至少年滿 23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 

 (D) 曾犯貪污罪，經判刑確定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E) 選舉區之劃分由行政院會同地方政府劃定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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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制定政治獻金法。依該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 個人對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之捐贈，得於申報所得稅時，作

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每一申報戶可扣除之總額，不得超過當年度

申報之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 

 (B) 政治獻金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受理政治獻金申報之機關為監察

院 

 (C) 受理政治獻金申報之機關為各級選舉委員會 

 (D)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得捐贈政治獻金 

 (E) 所謂政治獻金包括黨費、會費在內 

 

 

36.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旨在端正政風，確立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下列敘述何

者屬於該法規範內容？ 

 (A) 總統、副總統公職候選人之財產申報機關為監察院 

 (B) 無給職之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應申報財產 

 (C) 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應申報財產 

 (D) 司法警察主管人員應申報財產，其範圍另定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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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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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414號、509號、617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言論自由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

予最大限度之保障 

 (B) 性言論之表現與性資訊之流通，不問是否出於營利之目的，應受憲

法對言論及出版自由之保障 

 (C) 言論及出版自由，旨在確保意見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

訊及實現自我之機會 

 (D) 以我國現況而言，若不實施誹謗除罪化，即屬違憲 

 (E) 藥物廣告之商業言論，與其他言論自由之保障足以等量齊觀，基於

平等原則，不應受較嚴格之規範 

38. 關於我國中央與地方權限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分配，遇有爭議時，由立法院解決之 

 (B) 航政、郵政及電政事項由中央立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 

 (C) 度量衡事項由省縣立法並執行之 

 (D) 警察制度由中央立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 

 (E) 全國戶口調查及地方警衛制度由中央立法並執行之 

39.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立法委員選舉之政黨得票率達 3％時可分配政黨比例代表至少 1席 

 (B) 公職人員競選經費最高金額為縣（市）議員新臺幣八百萬元、直轄市長

新臺幣六千萬元 

 (C) 鄰長屬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稱之公職人員 

 (D) 公職人員就職未滿一年，不能提出罷免 

 (E) 縣市長選舉結果，得票數最高與次高之候選人得票數差距在千分之

三以內，次高票候選人得聲請查封全部或一部分選舉票，並進行重

新計票 

40.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關於投票所或開票所之設置及規定，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 選舉人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者，應由

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並將其所持選舉票收回 

 (B)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 

 (C) 投票所應選擇具備無障礙設施之場地，若無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

地，應使用相關輔具或器材協助行動不便者完成投票 

 (D) 原住民公職人員選舉，不得將投票所設於區域選舉投票所內 

 (E)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即改為開票所，當眾唱名開票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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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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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亮號誌系統中，若考慮綠燈開始，自前一路口通過之車輛，在下一週

期綠燈開始時，亦正好抵達下一路口。若已知該路段行車速率為 30 

KPH，二號誌間距為 330公尺，則號誌週期可設定為： 

 (A) 30秒 (B) 40秒 (C) 50秒 (D) 60

秒 

2. 已知某公路之交通量為 15,000輛/日，K係數為 15%，D係數為 0.60，則

該公路之單向設計小時交通量(DHV)為： 

 (A) 1200 輛/小時 (B) 1350 輛/小時 (C) 1550 輛/小時 (D) 

1800 輛/小時 

3. 槽化設計採用「彎道式」或「漏斗式」設計，其主要目的係為了控制： 

 (A) 流量 (B) 車種 (C) 方向 (D) 

速率 

4. 大眾運輸系統若採用部份與外界隔離之軌道及部份與外界交通混合行駛

的車道，例如輕軌運輸系統(LRT)，其路權特性一般稱為： 

 (A) A型路權 (B) B型路權 (C) C型路權 (D) D

型路權 

5. 下列哪一種號誌不屬於「特種交通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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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車道管制號誌 (B) 行人穿越道號誌 (C) 行車管制號誌 (D) 

鐵路平交道號誌 

6. 某人於某一臨近路段（Approach）進行「路口停等時間延滯」調查，自

9 時 0 分至 9 時 10 分期間，每隔 15 秒計算並記錄停等在此臨近路段車

道上之車輛總數，10分鐘共計有 140輛，同時間通過之流量有 100輛，

每一臨近車輛之平均延滯為： 

 (A) 11秒 (B) 15秒 (C) 21秒 (D) 31

秒 

7. 某停車場有 100個車位，經過 8小時調查，共計有 1200輛車停過，則該

停車場之轉換頻次為：  

 (A) 1.0輛/車位/小時 (B) 1.2輛/車位/小時 (C) 1.5輛/車位/小時 (D) 

2.0輛/車位/小時 

8. 為明確劃分匯入及匯出處車道，讓車輛有所遵循並預作緩衝，避免變換

車道時妨礙他車行進之標線為： 

 (A) 穿越虛線 (B) 指向線 (C) 轉彎線 (D) 

安全距離辨識標線 

9. 當尖峰小時內的每 15 分鐘交通量皆相同時，其尖峰小時因素(PHF)為多

少？ 

 (A) 0.25 (B) 0.5 (C) 1.0 (D) 

1.2 

 

10. 當設計載重車輛產生速差達 15公里/小時之上坡長度時，稱為： 

 (A) 縱坡限制長 (B) 縱坡臨界長 (C) 最大縱坡長 (D) 

最小縱坡長 

11. 下列何種停車角度，平均每輛停車所需面積最大？ 

 (A) 30度 (B) 45度 (C) 60度 (D) 90

度 

12. 已知某時相之綠燈時間為 40秒、清道時間 4秒、損失時間 3秒，該時相

有效綠燈時間為何？ 

 (A) 33秒 (B) 41秒 (C) 39秒 (D) 47

秒 

13. 有一路段長 500 公尺，中間經過 1 個號誌化路口，一輛車行駛此一路段

共花 2分鐘，其中 45秒是因號誌所造成的延滯，其他時間則未受到延滯，

請問此車之行駛速率(running speed)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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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8公里/小時 (B) 20公里/小時 (C) 24公里/小時 (D) 48

公里/小時 

14. 基於防眩設施之遮光效果與經濟性，防眩間距分析時，理論遮光角通常

採用視覺眩光區來計算，以阻隔影響最大之眩光，其角度為： 

 (A) 3度 (B) 5度 (C) 10度 (D) 20

度 

15. 下列何者不是路口遠端公車招呼站規劃設置之條件：  

 (A) 幹道的同向右轉車流很大 (B) 左轉路線的公車站 

 (C) 多條道路交會在一處的交叉路口 (D) 相交道路為單行道，且行

車方向為由右向左 

16. 車輛由正常路段進入施工管制路段，行車速度應依最高速限標誌指示漸

次降低。其相鄰最高速限標誌行車速限之差值，不得大於幾公里？ 

 (A) 5公里  (B) 10公里 (C) 20公里 (D) 25

公里 

17. 評估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之服務水準時，必須先求算何種指標？ 

 (A) 速率 (B) 延滯 (C) 密度 (D) 

流量容量比(v/c) 

18. 易肇事地點研判之肇事率法考慮到事故的曝光量(exposure)，其分母項可

以為： 

 (A) 每公里路段長度 (B) 每十萬人口數 (C) 每萬輛車 (D) 

每百萬車公里 

19. 汽車的尺度包括車輛的全長、前後懸伸、全寬、全高及下列何者？ 

 (A) 重量 (B) 顏色 (C) 軸距 (D) 

排氣量 

20. 一般自由行駛現點速率會較接近何種機率分配？ 

 (A) 常態分配(Normal)  (B) 卜瓦松分配(Poisson) 

 (C) 均勻分配(Uniform) (D) 二項分配(Binomial)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有關反光導標及危險標記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屬於警告標線  (B) 反光導標分為三類 

 (C) 危險標記分為五類 (D) 反光導標之逆向反光顏

色為黃色 

 (E) 屬於輔助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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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關路面邊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屬於禁制標線  (B) 係縱向標線之一種 

 (C) 用以指示路肩或路面外側邊緣之界線 (D) 線寬為 15公分，整段設

置 

 (E) 高、快速公路上路面邊線可配合使用 E型路面標記 

23. 下列何者屬於副大眾運輸系統： 

 (A) 公車捷運  (B) 隨停公車 

 (C) 計程車  (D) 撥召公車 

 (E) 大眾捷運系統  

24. 在無併流及交織情況下，一般會設法使車流以接近直角方式接近，再進

行交叉穿越方式通行，其主要目的為何？ 

 (A) 減少衝突車流交叉穿越時間 (B) 減少潛在碰撞範圍或衝

突面積 

 (C) 分散衝突點  (D) 有利於駕駛人判斷安全

通過時間 

 (E) 減少相對速度與衝擊力 

25. 依公路路線設計規範之規定，下列何者屬於我國之公路路線設計車種

(design vehicles)： 

 (A) 小客車  (B) 機車 

 (C) 大客車  (D) 中型半聯結車 

 (E) 全聯結車  

26. 有關標線之型態，何者正確？ 

 (A) 路口白虛線之功能為引導車流行進 

 (B) 路段白虛線與白實線並列，目的為分隔同向車道，白虛線側禁止變

換車道或跨越 

 (C) 路段黃虛線與黃實線並列係用以分隔對向車道，黃虛線側禁止超

車、跨越或迴轉 

 (D) 路段雙白虛線係作為行車方向隨時間而改變之調撥車道線 

 (E) 路口雙白虛線係作為已劃設行人穿越道時，讓路線之停止線 

27. 標誌中之告示牌，何者正確？ 

 (A) 屬於指示標誌 

 (B) 形狀為圓形 

 (C) 若為黃底黑字黑邊，其性質作為警告性告示牌 

 (D) 若為紅底白字白邊，其性質作為禁止或限制 

 (E) 若為綠底白字白邊，其性質作為行車指示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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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有關車流特性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車流速率愈高，車流流量也愈高 (B) 車流密度愈高，車流速

率愈低 

 (C) 車流流量最大時，車流密度也最大 (D) 車流密度愈高，車流流

量不一定愈高 

 (E) 尖峰小時因子(PHF)之值愈小，表示車流量在尖峰小時內之變化愈大

   

29. 有關車道管理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車種專用車道標線，其車道與車道間應以雙白實線或雙黃實線分隔 

 (B) 機車優先車道標線，用以指示機車優先行駛之車道，其他車種不得

橫跨或占用行駛 

 (C)  D係數達 0.6時，可實施調撥式單行道 

 (D) 實施調撥式車道管制的路段，D係數不可小於 0.65 

 (E) 高承載車輛專用車道可採用順向或逆向行駛的車道配置 

30. 同一燈面之燈色顯示，何者正確？ 

 (A) 圓形綠燈與黃燈不得並亮 (B) 圓形紅燈與圓形黃燈可

並亮 

 (C) 圓形綠燈與箭頭綠燈可並亮 (D) 圓形紅燈與圓形綠燈不

得並亮 

 (E) 特種閃光號誌之閃光黃燈與閃光紅燈不得並亮  

31. 對於停車需求的推估，何者正確？ 

 (A) 推估方法有總體與個體停車需求二類 (B) 產生率模式屬於個體推

估模式 

 (C) 總體停車需求推估準確性較低 (D) 小汽車成長模式為總體

推估模式 

 (E) 個體停車需求推估不具停車行為的解釋能力  

32. 下列有關車輛行駛於彎道中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離心力大小與速度平方及半徑成正比 (B) 公路設計時應採用最大

側向摩擦係數 

 (C) 側向摩擦係數與輪胎的滑動角有關 (D) 降低車輛重心高度可增

加車輛的穩定性 

 (E) 設置超高可增加路面之側向摩擦力 

 

 

33. 交 叉 路 口 最 小 總 延 滯 之 週 期 長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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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者正確？ 

 (A)  L代表每週期之損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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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間調整週期長度，因總延滯值增加有限 

 (D) 一般假設飽和流量為 2,000輛/小時/車道 

 (E) 所有臨界車道之流量與飽和流量之比值總和應大於 1才有意義 

34. 下列何者屬於槽化方式？ 

 (A) 利用標線槽化  (B) 利用槽化島槽化 

 (C) 利用路面加寬槽化 (D) 利用路面標記槽化 

 (E) 利用圓環槽化 

35. 承上題，有關槽化島之大小及型式設計應注意哪些事項？ 

 (A) 避免太多過小的槽化島 (B) 保護行人之分隔島，高

度以 20公分為準 

 (C) 長條形槽化島長度應小於 6公尺 (D) 交通島之鼻端避免設於

平面曲線段或坡頂處 

 (E) 交通島之鼻端須設於不能超車之雙黃線之後，雙黃線之長度不得小

於 45公尺 

36.  有關防眩設施之設置，何者正確？ 

 (A) 曲線路段左彎側之肇事較右彎側為高者可考慮設置 

 (B) 下凹形豎曲線上可降低防眩設施高度 

 (C) 防眩板間距會因道路等級不同而有差異  

 (D) 設有連續照明設施路段可收防眩功效 

 (E) 防眩網屬連續性可透光者，其造價及維護費用較防眩板低廉 

37. 下列何種屬於運輸需求管理措施？ 

 (A) 遠距會議  (B) 公車專用道 

 (C) 擁擠定價  (D) 彈性工時 

 (E) 交通優先號誌 

38. 有關汽車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水肥車及囚車均為特種車 

 (B) 拖架為專供裝運 10公尺以上超長物品 

 (C) 座位在 9座以下之客車為小客車 

 (D) 座位在 25座以下之幼童專用車亦為小客車 

 (E) 幼童專用車係指專供載運未滿 12歲兒童之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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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有關行人穿越道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於交岔路口，其枕木紋白色實線間隔均為 40

公分 

 (B) 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設於有行人穿越道號誌路口，分全日性及時段

性 

 (C) 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設於有行人專用時相之號誌路口 

 (D) 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距最近行人穿越設施不得少於 200公尺 

 (E) 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應配合設置行人專用時相之號誌 

40. 路外停車場基地車輛出入口之設置，何者正確？ 

 (A) 臨接道路寬度不得小於 6公尺 

 (B) 道路坡度不可超過 1/8 

 (C) 橫越天橋或地下道出入口 10公尺以內不得設置 

 (D) 自公車站牌、鐵路平交道起 10公尺以內不得設置 

 (E) 自其他路外停車場車輛出入口(含本身停車場之其他車輛出入口)10

公尺以內不得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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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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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車輛普遍都配備有 GPS裝置，下列對 GPS的描述，何者正確？ 

 (A) 是一種衛星定位系統 (B) 是一種行車記錄系統 

 (C) 是一種電子導航系統 (D) 是一種無線傳播系統 

2. 吾人能以煞車痕長度來推估車輛煞車時之車速，是基於何種物理假設？ 

 (A) 動能等於位能  (B) 動能等於所能做的功 

 (C) 碰撞前的動能等於碰撞後的動能 (D) 碰撞前的動量等於碰

撞後的動量 

3. 造成彎道路面外側較內側易磨損的原因，下列何種原因正確？ 

 (A) 離心力 (B) 向心力 (C) 軌跡內移  (D) 

軌跡外移 

4. 彎道外緣均有正超高的設計，其設計的目的，何者正確？ 

 (A) 提高行車速限 (B) 提高側向摩擦力 (C) 降低行車速率 (D) 

降低摩擦力 

5. 二行程、四行程引擎之動作原理及構造雖有所不同，但依其動力發生的

方式，二者均屬於何種引擎？ 

 (A) 內燃機引擎 (B) 迴轉式引擎 (C) 噴射式引擎 (D) 

電動式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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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煞車之作用係透過煞車系統將動能轉變為下列何種形式，以達到煞車的

作用？ 

 (A) 熱能 (B) 位能 (C) 阻力 (D) 

摩擦力 

7. 有關一般機車煞車系統的敘述，何者正確？ 

 (A) 裝碟煞的車較裝鼓煞的貴，所以碟煞的煞車力一定比鼓煞的煞車力

大 

 (B) 碟煞的煞車碟盤挖洞是為了散熱，所以洞愈大愈好 

 (C) 鼓煞在下坡路段長時間煞車後，其煞車力降低較碟煞明顯 

 (D) 下大雨時，機車在室外行駛，碟煞煞車力與鼓煞相較，比較不會降

低 

8.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之號誌時相欄所填若為 03，係表示下列何種時相？ 

 (A) 早開二時相 (B) 遲閉二時相 (C) 輪放式三時相 (D) 

左轉保護三時相 

9. 事故車輛係軍用車輛者，其處理原則為何？ 

 (A) 由警察機關處理，憲兵機關協助 

 (B) 由憲兵機關處理，警察機關協助 

 (C) 由警察機關與憲兵機關會同處理 

 (D) 由警察機關儘速處理並通知憲兵隊，事後依其管轄移辦 

10. 摩擦係數為 0.85 之路面，每小時 40 公里之車速，其煞車痕長度約為多

少公尺？ 

 (A) 5.6公尺 (B) 6.4公尺 (C) 7.4公尺 (D) 

8.4公尺 

11. 一至三年乾燥瀝青路面之摩擦係數值大約為何？ 

 (A) 0.7 (B) 0.75 (C) 0.8 (D) 

0.85 

12. 有關調查訪問文書製作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各類交通事故都應製作調查筆錄 

 (B) 各類交通事故都得使用「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 

 (C)  A2、A3類交通事故案件，得使用「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 

 (D)  A2類當事人未提告訴之交通事故案件，得使用「交通事故談話紀錄

表」  

13. 假設某駕駛人之反應時間為 1.5秒，當其以時速 60公里的速度行駛時，

其反應距離應為多少公尺？ 

 (A) 15公尺 (B) 20公尺 (C) 25公尺 (D)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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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 

14. 承上題，若此時該駕駛猛踩煞車將車輪全部鎖死並於現場留下 16.6公尺

之煞車痕，請問該路段之摩擦係數與下列何者最為接近？ 

 (A) 0.85 (B) 0.8 (C) 0.75 (D) 

0.7 

15. 山地偏遠地區交通事故處理單位應於 A1 類事故發生後幾日內，依規定

將相關交通事故處理資料送由轄區分局轉送審核小組？ 

 (A) 3日內 (B) 5日內 (C) 7日內 (D) 10

日內 

16. 各警察機關審核小組應於 A1類事故發生後幾日內，完成案件審核？ 

 (A) 5日內 (B) 7日內 (C) 10日內 (D) 15

日內 

17. 針對重大交通事故，各警察機關審核小組應於事故發生後幾日內，檢附

書面檢討報告函送警政署？ 

 (A) 10日內 (B) 15日內 (C) 20日內 (D) 30

日內 

18. 下列何者最適合於測量時選用為參考點？ 

 (A) 門牌號碼 (B) 建築物名稱 (C) 號誌桿 (D) 

人孔蓋   

19. 下列何者最適合於測量時選用為參考線？ 

 (A) 彎曲邊線 (B) 河岸邊線 (C) 停止線 (D) 

道路鋪面邊線  

20. 下列對輪胎之描述，何者正確？ 

 (A) 新胎一定比舊胎有較佳之摩擦力 (B) 新胎一定比舊胎有較

佳之抓地力 

 (C) 繞圈賽之賽車多用光頭胎以增加摩擦力 (D) 繞圈賽之賽車多用光

頭胎以增加抓地力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若車輛各輪軸都有 100％煞車力且各輪胎材質亦相同，並行駛在同一路

段上，對車輛煞車結果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車重相同時，車速較快者煞車痕較長 

 (B) 車速相同時，車重較大者煞車痕較長 

 (C) 車速及車重均相同時，車輪總面積較大者煞車痕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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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車速及車重均相同時，車輪總面積較小者煞車痕較長 

 (E) 不論車重如何，車速相同者煞車痕長度則應相同 

 

 

 

 

22. 有關 ABS煞車系統優點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提供最大的煞車力量 (B) 防止車胎鎖死 

 (C) 踩下煞車時，駕駛仍然可以操控車輛轉向 (D) 節省車輛的油耗量 

 (E) 減少車胎的磨損 

23. 針對「自行息事案件」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得免填「肇事原因分析研判」欄 (B) 得免製作筆錄 

 (C) 得免照相但應繪圖 (D) 應照相但得免繪圖 

 (E) 應照相及繪圖  

24. 「息事案件」成立之要件，何者正確？ 

 (A) 屬 A3類道路交通事故 (B) 無人受傷 

 (C) 毀損輕微 (D) 當事人均願自行處

理息事 

 (E) 當事人均同意請求警方免予處理 

25. 下列何者屬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A) 死亡人數在三人以上 (B) 受傷人數在十五人

以上 

 (C) 運送危險物品車輛肇事 (D) 運送有毒液體車輛

肇事 

 (E) 運送放射性物質車輛肇事  

26. 有關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警察機關申請閱覽或

提供相關資料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於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B) 於登記聯單上要求提供戶籍地址以利聯絡 

 (C) 於事故七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現場照片 

 (D) 於事故三十日後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E) 申請提供資料一律免費  

27. 有關現場勘驗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現場勘察主要在查驗存在於肇事現場且與肇事相關的一切跡證 

 (B) 必要時得扣留肇事車輛，直至找到肇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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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被害人送醫者，應洽請醫療院所保留其衣物備驗 

 (D) 現場遺留物有化驗鑑定必要者，現場處理人員應小心收存送驗 

 (E) 現場有人死亡案件，得請鑑識人員實施酒精濃度及其他相關管制藥

品之檢測 

28. 有關現場攝影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現場攝影可補充現場測繪及文字紀錄之不足 

 (B) 現場攝影的對象與現場勘察對象相同 

 (C) 應避免以數位相機攝影以防變造 

 (D) 夜間發生之道路交通事故，應於翌日再返回現場實施勘察並攝影 

 (E) 為重組肇事經過、研判肇事原因、責任的重要依據 

29. 有關現場測繪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現場測繪的對象可分為「人、車、物、痕」四大類 

 (B) 應記錄地面上之各種痕跡 

 (C) 應記錄肇事車輛停止之位置 

 (D) 應記錄肇事車輛相互碰撞之位置 

 (E) 應記錄肇事車輛肇事前之行向 

 

 

 

 

30. 現場人、車或物等，於處理員警到達現場前已遭人為事後移動者，處理

員警應為何種處分？ 

 (A) 應於現場圖註記 

 (B) 被移動之人、車不須測繪  

 (C) 經當事人依規定標繪定位移置者，依其標繪位置測繪 

 (D) 現場與肇事相關的狀況或設施仍應測繪 

 (E) 當場繪製之現場（草）圖，應由當事人或在場人認定簽證 

31. 血液中酒精濃度值百分之 0.04，相當於下列何者之酒精濃度值？ 

 (A) 0.4 g/l血液中酒精濃度 (B) 40 mg/d1血液中酒精

濃度 

 (C) 4 mg/d1血液中酒精濃度 (D) 0.20 mg/l呼氣酒精

濃度 

 (E) 0.20 mg/d1呼氣酒精濃度 

32. 對於當事人應報案、能報案而不即時報案，事後向警察機關報案者，其

處理作為何者正確？ 

 (A) 應即受理 (B) 應即派員實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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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蒐證 

 (C) 應依規定陳報 (D) 應依規定發給相關

處理證明文件資料 

 (E) 不得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33. Ａ駕駛無合法駕照於酒後（未超過法定標準）駕駛自用小客車，於幹道

左轉時，遭由支道直行並持有合法駕照之Ｂ駕駛之普通重型機車撞及Ａ

車左側後方而肇事，下列何者為可能的肇事原因？ 

 (A) A無照駕駛 (B) A酒後駕車 

 (C) A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 (D) B支道車未讓幹道車

先行 

 (E) B左方車未讓右方車先行 

34. 下列何者屬「道路交通事故」？ 

 (A) A車於警大校園內與 B車發生碰撞並造成車損 

 (B) A自行車於騎樓撞及 B行人並造成 B行人受傷 

 (C) A車停於路邊遭掉落之椰子砸毀車頂 

 (D) A、B兩輛自行車於河濱公園發生輕微擦撞，致兩車輕微車損 

 (E) A自行車停於河濱公園之自行車道上，遭奔跑之行人撞倒，致自行車

受損及行人受傷 

35. 下列何者屬「道路交通事故」？ 

 (A) A因對 B不滿，趁 B返家之際，於路口開車將 B撞傷 

 (B) A駕車因視線不良追撞停於路邊之 B車，造成車損 

 (C) A駕車不慎撞及路樹而致車損 

 (D) A車於私人魚塭作業完畢後欲返回住處時，不慎駛入魚塭而溺斃 

 (E) A車因過彎不慎衝出路外，撞及路邊民宅而造成車輛與民宅之毀損 

36. 下列何者是雨天行車避免水漂（膜）現象(Hydroplaning)的正確駕駛動

作？ 

 (A) 減速行進 (B) 加速通過積水區 

 (C) 感覺有水漂現象時應急踩煞車 (D) 感覺有水漂現象時

應速鬆油門 

 (E) 握穩方向盤  

37. Ａ駕駛自用小客車於號誌化路口圓形綠燈時相，啟動右轉方向燈正常右

轉時，遭騎乘於人行道並直接駛上行穿線欲穿越路口之Ｂ自行車撞及Ａ

車右側後方而肇事，下列何者可能為本件事故之肇因？ 

 (A) A右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 (B) A行經行人穿越道未

減速慢行 

 (C) A行經行穿線未禮讓行人優先通行 (D) B行經行人穿越道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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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速慢行 

 (E) B未依規定車道行駛 

 

 

 

38. 對自行車之描述，何者正確？ 

 (A) 自行車包括腳踏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 

 (B) 電動輔助自行車係以電力為主，人力為輔 

 (C) 電動自行車之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 25公里以下 

 (D) 電動輔助自行車之車重在 40公斤以下 

 (E) 電動自行車之車重（含電池）在 40公斤以下 

39. 「十次車禍九次快」是因為當車速增加時，下列變化何者正確？ 

 (A) 加速距離會增加 (B) 反應距離會增加 

 (C) 煞停距離會增加 (D) 反應時間會增加 

 (E) 反應時間會減少  

40. 下列針對煞車滑痕(skid marks)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可為連續或間斷之直線 (B) 前輪的煞車痕中間

較淡、兩側較黑 

 (C) 後輪的煞車痕中間較淡、兩側較黑 (D) 後輪之煞車痕比前

輪為長 

 (E) 此種煞車痕係由於車輪被鎖死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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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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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下列道路交通法規何者為程序法？ 

 (A)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B)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C)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 

 (D)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2. 下列何者為交通勤務警察之職權？ 

 (A) 調撥車道或禁止、限制車輛或行人通行 

 (B) 指定某線道路禁止停車及臨時停車 

 (C) 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 

 (D) 劃定行人徒步區 

3. 採用固定或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道路交通違規行為者，

於執法取締時，應於一定距離前明顯標示之，其「距離」之決定取決於

下列何者？ 

 (A) 科學儀器種類 (B) 違規行為 (C) 行駛速率 (D) 

道路轉彎半徑 

4. 綜合現行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的本質為何？ 

 (A) 安全教育 (B) 違規處罰 (C) 政令宣導 (D) 

強制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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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劃設禁止停車與禁止臨時停車路段之條件，最關鍵的差異為何？ 

 (A) 交通危害 (B) 停車需求 (C) 管理差異 (D) 

地點特性 

6. 下列有關幹支道優先通行權劃分之規定，何者最不符合「用路人本位原

理」？ 

 (A) 特種閃光號誌 (B) 「停」字標誌 (C) 「讓」字標誌 (D) 

車道數多寡 

7. 下列何種路權競合適用「轉彎車讓直行車先行」規定？ 

 (A) 同向行駛的右轉車與直行車 (B) 橫街行駛的右轉車與直

行車 

 (C) 橫街行駛的左轉車與直行車 (D) 對向行駛的左轉車與直

行車 

8. 處罰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總重量、總聯結重量之立法主要考量為何？ 

 (A) 碰撞事故發生 (B) 車體結構安全 (C) 路面破壞 (D) 

煞車距離長 

9. 依規定，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

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係因此類行為主要

會危及駕駛人決策過程的哪一部份？ 

 (A) 分心專注 (B) 情緒起伏 (C) 視覺視線 (D) 

駕駛操作 

10. 佔用道路之廢棄車輛，經公告一個月仍無人認領者，可由下列何機關清

除？ 

 (A)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B) 警察主管機關 

 (C) 道路主管機關  (D) 公路監理主管機關 

11. 舉發車輛擅自增、減、變更原有規格的改裝行為，主要的執法理由為何？ 

 (A) 與原廠裝置不符 (B) 違反法令規定 (C) 執法作為實施 (D) 

影響行車安全 

12. 對汽車駕駛人實施吐氣中酒精檢測，應詢問受測者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

物結束時間，其距檢測時多久即予檢測？ 

 (A) 10分鐘以上 (B) 15分鐘以上 (C) 30分鐘以上 (D) 1

小時以上 

13. 現行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小型車附載幼童應安置於安全椅，其所指

的「幼童」年齡為何？ 

 (A) 2歲以下 (B) 4歲以下 (C) 6歲以下 (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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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下 

14. 行駛中的遊覽車經警攔停上車稽查，發現前座乘客未繫安全帶，該乘客

表示係車停後解開，試問稽查員警該如何處理為恰當？ 

 (A) 對乘客開立勸導單 (B) 直接對乘客製單舉發 

 (C) 直接對駕駛人製單舉發 (D) 查無違規事實，實施安

全宣導後下車離去 

15. 「違規記點」制度中，單一違規行為記點最高為何？ 

 (A) 3點 (B) 4點 (C) 5點 (D) 6

點 

16. 龜山分局於 5 月 23 日接獲張三檢舉 AB-1234 自用小客車於文化二路口

闖紅燈，經檢視所附行車影像紀錄，該自小客車確實於 2 月 5 日有闖紅

燈行為，以下處置何者適切？ 

 (A) 直接製單舉發 AB-1234自用小客車所有人 

 (B) 通知 AB-1234自用小客車所有人到案，查證屬實後製單舉發 

 (C) 通知 AB-1234 自用小客車所有人到案，查證為何人駕駛後，再予製

單舉發 

 (D) 超過告發期間不予舉發 

17. 依現行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下列何者符合「扣留車輛」條件？ 

 (A) 汽車引擎、底盤、電系、車門損壞，行駛時顯有危險而不即行停駛

修復者 

 (B) 肇事車輛機件及車上痕跡證據尚須檢驗、鑑定或查證者 

 (C)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D) 蛇行、危險方式駕車或二輛以上之汽車競駛或競技肇事致人重傷或

死亡者 

18. 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5條規定，填

製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之應到案日期，應距舉發日多久？ 

 (A) 15日 (B) 30日 (C) 45日 (D) 60

日 

19. 汽車駕駛人酒後肇事，因車上附載受保護之人，其駕駛執照吊扣期間會

加倍處分，該「受保護之人」所指為何？ 

 (A) 未滿 6歲之人 (B) 未滿 12歲之人 (C) 孕婦 (D) 

長輩 

20. 實施攔檢稽查勤務發現遊覽車駕駛人逾期未參加審驗，依規定應當場暫

代保管其駕駛執照，其所指「逾期」係多久？ 

 (A) 3月以上 (B) 6月以上 (C) 一年以上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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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上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交通違規的處罰由交通裁決單位辦理，交通裁決單位組織規程由下列哪

些單位訂定？ 

 (A) 內政部  (B) 交通部 

 (C) 警政署  (D) 直轄市政府 

 (E) 縣、市政府 

22. 下列何者為現行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的救濟

方式？ 

 (A) 向管轄地方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B) 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

議 

 (C) 向上級機關提出訴願 (D) 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 

 (E) 向舉發機關陳情 

23. 「違規記點」與「違規記次」制度的共同點為何？ 

 (A) 針對各車種實施  (B) 累進加重處罰 

 (C) 處罰車輛所有人  (D) 處罰車輛駕駛人 

 (E) 吊扣證照 

24. 下列何種道路駕駛行為須隨車攜帶臨時通行證？ 

 (A) 駕駛動力機械  (B) 裝載整體物品 

 (C) 裝載危險物品  (D) 裝載砂石廢棄物 

 (E) 裝載放射性物質 

25. 下列何種車輛自民國 102年起免換發行車執照？ 

 (A) 自用汽車  (B) 機車 

 (C) 營業車  (D) 拖架 

 (E) 計程車 

26. 下列何者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9 條規定行車紀錄器應具備的功

能？ 

 (A) 連續影像紀錄  (B) 瞬間速率紀錄 

 (C) 行車時間紀錄  (D) 軌跡路線紀錄 

 (E) 機件故障紀錄 

27. 舉發汽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下列何種情形應移送行為地處罰機關

處理？ 

 (A) 酒後駕車  (B) 飆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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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無照駕駛  (D) 汽車肇事致人傷亡 

 (E) 抗拒稽查致傷害 

28. 民眾向警察機關檢舉用路人違規行為，可透過下列何種方式敘明所檢舉

違規事實？ 

 (A) 口頭報告  (B) 書面檢舉函 

 (C) 電話報告  (D) 電子郵件 

 (E) 網路上傳 

29. 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逕行移置車輛，得收取哪

些費用？ 

 (A) 移置費  (B) 保管費 

 (C) 停車費  (D) 處理費 

 (E) 違規罰款 

30. 依現行規定，某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的裁決處罰金額會有高低不

同，下列何者為考慮因素？ 

 (A) 有無逾期到案  (B) 行為嚴重度 

 (C) 車種不同  (D) 累犯紀錄 

 (E) 違規地點 

31. 在實施酒駕防制攔檢稽查勤務時，駕駛人渾身酒味拒絕接受酒測，值勤

員警除依法製單舉發外，現場還須有哪些作為？ 

 (A) 移置保管該車輛  (B) 禁止其駕駛 

 (C) 代保管其駕駛執照 (D) 吊銷該駕駛執照 

 (E) 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32. 下列有關車輛裝載危險物品行駛道路應遵守的規定，何者為發生意外事

故時，交通警察在協助現場處理時，應優先蒐集之必要資訊？ 

 (A) 臨時通行證  (B) 布質三角紅旗之危險標

識 

 (C) 危險物品標誌  (D) 危險物品標示牌 

 (E) 運送危險物品駕駛人專業訓練證明書 

33. 現行道路交通管理法規對下列何者吐氣中酒精濃度超過標準有處罰規

定？ 

 (A) 車輛所有人  (B) 汽車駕駛人 

 (C) 慢車駕駛人  (D) 行人 

 (E) 道路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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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依現行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自行車應該行駛在下列哪些處所？ 

 (A) 自行車專用道  (B) 人行道 

 (C) 慢車道  (D) 快車道 

 (E) 無車道劃分的道路 

35. 未滿 14歲之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其處罰對象為何人？ 

 (A) 本人  (B) 車輛所有人 

 (C) 父母  (D) 法定代理人 

 (E) 監護人 

36. 依現行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機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在什麼情況下需要

兩段式左轉？ 

 (A) 雙向四車道路中漆繪分向限制線者 

 (B) 內側車道設有禁行機車標誌或標線者 

 (C) 在三快車道以上單行道道路，行駛於右側車道或慢車道者 

 (D) 在設有兩段式左轉標誌或標線者 

 (E) 交通流量大無法直接左轉者 

37. 下列哪些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行為得逕行舉發之？ 

 (A) 警車尾隨汽車駕駛人後方行車記錄的違規事實 

 (B) 警車定點攔檢監視器記錄的不服稽查違規事實 

 (C) 經各級學校交通服務隊現場導護人員簽證檢舉的所有違規事實 

 (D) 民眾以行車紀錄檢舉足資認定違規事實 

 (E) 路口監視器紀錄的不服稽查違規事實 

38. 依現行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幼童專用車可作下列何種用途？ 

 (A) 幼兒園學童上放學接送 (B) 幼兒園學童戶外教學接

送 

 (C) 小學生安親班接送 (D) 小學生上放學接送 

 (E) 假日家族旅遊接送 

39. 車輛轉彎前，駕駛人要遵守哪些基本交通規則？ 

 (A) 標誌、標線、號誌指示 (B) 支道車讓幹道車先行 

 (C) 打方向燈  (D) 注意往來人車 

 (E) 減速慢行 

40. 車輛變換車道前，駕駛人要遵守哪些基本交通規則？ 

 (A) 標誌、標線、號誌指示 (B) 支道車讓幹道車先行 

 (C) 打方向燈  (D) 注意往來人車 

 (E) 減速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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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刑事警察學系 

科目：犯罪偵查學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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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80題空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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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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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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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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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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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在無明顯周界之現場(如空曠草原或山中等)進行測繪時，最適合使用何

種測量法？ 

 (A) 兩點固定測量法 (B) 三角交距測量法 (C) 基線測量法 (D) 

直角座標測量法 

2. 在評估現場後，用有系統的邏輯方法搜查現場，以尋找與特定犯罪活動

相關的證物，此種證物蒐集方法稱為何？ 

 (A) 聯鎖式蒐證法 (B) 放射式蒐證法 (C) 螺旋式蒐證法 (D) 

位移式蒐證法 

3. 不特定一群人間之作案手法有相類似犯罪的途徑、手段、方法可彙整出

一套概括模式，此模式稱為何？ 

 (A) 犯罪剖繪 (B) 犯罪模式 (C) 簽名特徵 (D) 

心理剖繪 

4. 遇有哪些字號之車牌或車輛遺失，應於四小時內通報刑事警察局偵查科

建檔：臨 試     軍 領 拖車車架 拖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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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人體吸入一氧化碳中毒時，係屬何種中毒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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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胞質毒 (B) 酵素毒 (C) 血液毒 (D) 

揮發性毒 

6. 有關「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通訊監察書之聲請對於牽連案件，得同時聲請數張通訊監察書 

 (B) 犯罪嫌疑人犯妨害投票罪章不得聲請通訊監察書 

 (C) 本法最新修正公布的時間是 103年 2月 

 (D) 本法修正後，通訊監察書的聲請只能一案一票 

7. 毒品犯罪活動中，由受過訓練專業分工的「信差」負責銷貨，再由專業

的「交通」負責交貨。「信差」與「交通」彼此不認識，也不瞭解相互的

情資，此種毒品交易的手法稱為？ 

 (A) 活轉手 (B) 死轉手 (C) 雙向轉手 (D) 

信交轉手 

8. 性侵害加害人第一次到婦幼警察隊作首次登記時，須將其人像以多少角

度拍攝？ 

 (A) 45度 (B) 90度 (C) 180度 (D) 

360度 

9. 父親血型為 B 型，叔叔為 O 型，姑姑為 A 型，祖父為 A 型，本人與妹

妹分別為 A及 AB型，為調查本人與祖母之間是否有血緣關係，則祖母

的血型可能為何？ 

 (A) AB型 (B) B型 (C) A型 (D) O

型 

 

10. 有關毒品之描述，何者正確？ 

 (A) 目前國內毒品依其成癮性分為四級 

 (B) 大麻列為第一級 

 (C) 古柯鹼列為第二級 

 (D) 安非他命列為第三級 

11. 刑案現場中為救護傷患，如無法避免現場痕跡被破壞時，應如何處置？ 

 (A) 等候鑑識人員到場後再救護 (B) 報請檢察官核准後再救

護 

 (C) 於救護後再儘量恢復原狀 (D) 立即實施救護，並詳細

記錄現場情況 

12. 採集犯罪嫌疑人口腔黏膜 DNA樣本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以海綿刮杓放到被採人舌上潤濕海綿刮杓 

 (B) 為保持新鮮，切勿將樣本採集卡風乾後保存，以免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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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採樣前有進食者，採樣者可令其漱口再行採樣 

 (D) 將樣本採集後，即時置入透氣袋內 

13. 依現行作業方式，各警察分局係由何單位專責婦幼安全之內勤業務？ 

 (A) 防治組 (B) 婦幼組 (C) 家防組 (D) 

綜合組 

14. 有關高低溫度所造成的傷害，何者正確？ 

 (A) 燒傷與低溫凍傷均僅能造成一至三度的溫度傷害 

 (B) 極高溫的熱水燙傷可造成碳化現象 

 (C) 凍死的屍斑成蒼白色 

 (D) 日射病為太陽直射光線直接作用於人體而出現功能障礙之病症，與

體溫調節無關 

15. 刑事警察局設在中部及南部的打擊犯罪單位，係指哪兩個偵查隊？ 

 (A) 第一偵查隊及第三偵查隊 (B) 第二偵查隊及第四偵查

隊 

 (C) 第六偵查隊及第八偵查隊 (D) 第七偵查隊及第九偵查

隊 

16. 性侵害加害人實施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不得少於若干時間？ 

 (A) 一個月 (B) 兩個月 (C) 三個月 (D) 

半年 

17. 關於精液的描述，何者正確： 呈弱酸性 比重大於 1 以紅外線照射

精液斑呈青色螢光     味道如芙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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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若發現檢體上留有指紋，且能用固體、液體、氣體三種方法重複顯現，

依最少破壞處理原則，前述顯現方法對該指紋之破壞程度由大至小的排

列次序為何？ 

 (A) 固體→液體→氣體 (B) 氣體→液體→固體 

 (C) 氣體→固體→液體 (D) 液體→固體→氣體 

19. 勘察採證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研判犯罪嫌疑人進出路線是調查組負責的任務 

 (B) 勘察組由刑警大隊長、偵查隊長或資深之偵查人員擔任組長 

 (C) 如案情需要，對於現場相關處所進行搜查，尋找可能遺留之各種跡

證，由勘察組負責 

 (D) 普通刑案由分局偵查隊負責現場調查、勘察與採證 

20.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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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扼死與絞死的比較，扼死的自殺成功率較大 

 (B) 創與傷都具有創口與傷口 

 (C) 從瞳孔對光的刺激反應可以判斷是否死亡 

 (D) 死後落水可確定為他殺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有關毒品犯罪的常用術語，何者正確？ 

 (A) 打管：從血管注射毒品 (B) 煉丹：吸食強力膠 

 (C) 開桶：從鼠蹊部注射毒品 (D) 藥頭仔：吸毒者 

 (E) 冰糖：安非他命 

22. 有關犯罪案件管轄責任區分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單一犯罪行為案件管轄責任有二機關以上者，由接獲通報在先之機

關負責偵辦後，再將有關資料送至其他警察機關併案偵辦 

 (B) 非單一犯罪案件管轄責任有二機關以上者，由受理報案在先之警察

機關負責偵辦後，其他警察機關將有關資料送請併案偵辦 

 (C) 網鴿恐嚇取財案由網鴿涉案人所在地之警察機關偵辦 

 (D) 竊車恐嚇取財案由車輛失竊地之警察機關負責偵辦 

 (E) 境外犯罪之被害人依其居住地、工作地、家屬居住地順序之警察機

關為管轄機關 

23. 依現行作業方式，何者非使用測謊儀器時之測謊項目？ 

 (A) 呼吸  (B) 血醣濃度 

 (C) 血管擴縮  (D) 皮膚電阻 

 (E) 腸胃蠕動 

24. 執行跟監勤務使用長鏡頭攝影記錄時，下列拍攝要領，何者正確？ 

 (A) 手持相機拍攝快門越快越好 (B) 使用腳架避免晃動 

 (C) 夜間可採行紅外線攝影 (D) 跟蹤對象快速行進時，

適宜使用定焦鏡頭 

 (E) 接近跟蹤對象發現光線不足時，應使用閃光燈 

25. 警政署組織再造後，為建構完整婦幼安全網，有關婦幼安全業務之敘述，

何者正確？ 

 (A) 從刑事警察局偵查科提升為一級內部組室承辦 

 (B) 各分局家防官轉至婦幼組承辦 

 (C) 家防官由偵查隊轉至其他單位後仍屬外勤人員 

 (D) 改組後，分局承辦單位所面對的上級可能有兩個單位：一為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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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幼警察隊，另ㄧ為警察局戶口科(課) 

 (E) 係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執行婦幼安全業務 

26. 有關屍體之描述，何者正確？ 

 (A) 木乃伊主要是因為缺少水分而成永久屍體 

 (B) 石胎兒係因子宮內胎兒浸漬在含有「鎂(Mg)」之羊水中形成 

 (C) 屍臘係因屍體在水中空氣受阻，致脂肪分解成脂肪酸，再與水中的

「鎂(Mg)」、「鈣(Ca)」化合成不溶性之肥皂 

 (D) 在國內，通常在夏季期間，蛆轉化成蛹的時間需約ㄧ星期 

 (E) 因菌血症、敗血症死亡後之屍體，會瞬間呈現體溫上升超過 45度以

上 

27. 有來復線之制式槍枝槍擊現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被射物的射入口均小於射出口 

 (B) 來復線的數目僅為單數 

 (C) 來復線纏度(α)值愈大槍管愈短 

 (D) 玻璃被第一發子彈射擊後，所產生之放射線裂痕會超過第二發之玻

璃放射線裂痕 

 (E) 貼身射擊時，射入口周邊有煙暈 

 

 

 

 

28. 有關偵查辯護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應提出委任書狀，並以司法狀紙為限，司法

警察官接受委任書後應即查對律師登錄名冊 

 (B) 辯護人在警察機關不得檢閱卷宗、證物或抄錄，但執行搜索扣押時

應在場 

 (C) 詢問證人非有必要時，犯罪嫌疑人及辯護人不得在場，證人指證犯

罪嫌疑人時，該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亦不能在場 

 (D) 檢察官發交繼續追查贓證或共犯之被告如已委任辯護人時，於詢問

時應通知辯護人到場 

 (E) 辯護人於司法警察官詢問犯罪嫌疑人時有無在場，不須於詢問筆錄

內記明 

29. 依「犯罪偵查手冊」規定，對於重大刑案之確認，何者正確？ 

 (A) 竊取學術上重要器材之竊案 (B) 失竊總值在五十萬元以

上之竊案 

 (C) 汽車失竊案  (D) 被竊人員係來訪之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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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竊取保險箱外之財物價值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之竊案 

30. 有關刑案報告程序，何者正確？ 

 (A) 刑案發生之報告分初報、續報及結報三階段 

 (B) 警察局受理特殊刑案，應即報告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揮中心列管

處理 

 (C) 警察局受理普通刑案中牽連廣泛之案件，經偵辦結束後，再報告刑

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揮中心列管 

 (D) 通報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揮中心列管之刑案，各警察單位偵破後

應立即報請撤銷管制 

 (E) 分駐、派出所或勤務單位受理報案或發現犯罪，對於特殊及重大刑

案應立即通報分局，並製作筆錄；普通刑案則先行處理後，再以刑

案呈報單送分局處理，不必立即通報分局 

31. 有關少年事件處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少年事件處理法」所稱少年為十二歲以下未滿十八歲之人 

 (B) 少年感訓所的感訓對象年齡不能超過十八歲 

 (C) 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有觸犯刑罰法令之行為者，應依「少年事

件處理法」第 85條之 1第 1項移送該管少年法院適用保護事件之規

定處理之 

 (D) 檢察官受理一般刑事案件發現被告於犯罪時未滿十八歲，應移送該

管少年法院。但被告已滿二十歲不在此限 

 (E) 警察機關強制少年同行、逮捕或尋獲到案，應注意通知其家長或監

護人 

32. 有關移送遞解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通緝案件無另犯他罪者用通緝報告書 

 (B) 全案雖未調查完畢，但經依法向檢察官告訴者，應將全案移送管轄

法院或檢察署 

 (C) 警務段辦理刑案於刑案移送時應使用移送書用紙 

 (D) 犯罪證據不明確，但被害人堅持提出告訴，不得用函送辦理 

 (E) 獲案之犯罪嫌疑人，應先查明有無刑案資料、通緝，附送供為偵查

判決之參考，如有通緝並應以聲請書副本通知通緝機關 

33. 有關警察機關對於通知詢問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通知書由地區警察分局長簽章，並派員送達犯罪嫌疑人，不得以郵

寄方式為之 

 (B) 通知書只要記載犯罪嫌疑人之姓名、性別、年齡、出生地及住居所與應

到之日、時、處所即可 

 (C) 詢問證人時，對於僅與犯罪嫌疑人訂有婚約，但尚未嫁娶者，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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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得拒絕證言 

 (D) 詢問犯罪嫌疑人於筆錄製作完成後，始重新詢問並要求受詢問人，依筆

錄朗讀並予以錄音錄影 

 (E) 犯罪嫌疑人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除三親等內旁系血親

外，應通知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或家長 

 

 

 

 

34. 有關組織犯罪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具有內部管理結構雖無首領與幫眾之稱，確有上下階級之分 

 (B) 內部有經常性、習慣性相互毆鬥暴行 

 (C) 角頭型的幫派未必有一定之組織型態，但有以某一特定地區為其地

盤 

 (D) 蠶食細吞策略為偵查組織犯罪的策略之一 

 (E) 組織犯罪有適應社會環境之必然性，所以採開放監控最適宜 

35. 有關刑案紀錄與資料運用及督導考核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刑案紀錄表應於受理刑案發生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填輸 

 (B) 警察機關接到司法機關之不起訴處分書，應檢件辦理分送被告之戶

籍地警察機關辦理註記 

 (C) 犯罪嫌疑人移送法辦者，移送單位於發文移送翌日起二日內，將移送書

電子檔上傳刑事警察局 

 (D) 重大刑案如於現場勘查採獲重要證物，因而在二十四小時內立即破

案者應從優敘獎 

 (E) 僅緝獲部分嫌犯而贓證無法追回，但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事

實，並經查證據確鑿，全案移送法辦者可撤銷管制 

36. 測謊之受測人在測謊圖譜上會產生反應的原因有哪些？ 

 (A) 情緒  (B) 認知 

 (C) 制約作用  (D) 心向反應 

 (E) 性向反應 

37. 有關血液之描述，何者正確？ 

 (A) 尋找室內現場的血跡，通常以紫光燈照射，俾作初步判斷是否為血

跡 

 (B) 血型的遺傳主要受到顯隱法則及分裂法則的支配 

 (C) 屍斑的形成與血液的多寡無關 

 (D) 表現型的血液內同時具有抗原與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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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血液顏色的變化係依暗紅色→赤褐色→褐色→灰褐色→灰色的次序

變化 

38. 有關逮捕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立法委員若為通緝犯，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同意不得逮捕、拘禁 

 (B) 拘票有二聯，執行拘提時應將ㄧ聯交給被拘提人，另ㄧ聯交給被拘

提人家屬 

 (C) 拘提軍人應知照該管機關長官協助執行，拘提公務員則無須知照 

 (D) 犯罪嫌疑人未經拘提或逮捕者不得解送 

 (E) 逮捕到場之現行犯其所犯本刑最重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告訴已

逾告訴期間，得報檢察官免於解送 

39. 竊盜犯罪中對於犯罪角色與作案方式有常見的稱呼，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 雞老闆是指妓女戶的老闆 

 (B) 窩裏雞是指扒手的總稱 

 (C) 推車是指扒竊行動中前後製造擁擠之人，以掩護老大下手 

 (D) 闖空門是指趁屋內無人而入屋行竊 

 (E) 把風是指本人親自下手行竊之人 

40. 甲竊得其父乙與無親屬關係之丙共有物，乙雖私下表示不欲告訴，但丙

卻向檢察官提出告訴表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乙既表示不告訴則其效力及於丙 

 (B) 若乙不表示不提告，則甲與乙之間仍無成立竊盜罪的要件 

 (C) 丙可單獨向甲提出竊盜告訴 

 (D) 若乙與丙之共有物中丙僅佔十分之一的微小部分，故告訴或撤回應

以乙為主 

 (E) 丙若提出告訴僅能對應有部分為限，其效力不及於共有物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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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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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察人員進行不同現場或物證之數位攝影時，為避免在不同光源下導致

拍攝結果出現色偏現象，請問採取下列何種白平衡模式較適宜？ 

 (A) 自動模式 (B) 鎢絲燈模式 (C) 日光模式 (D) 

手動模式 

2. 為鑑別纖維樣品間之異質性顏色(metameric color)，請問使用下列何種分

析方法較適宜？ 

 (A) 顯微分光光譜法 (B) 比對顯微鏡法 (C) 實體顯微鏡法 (D) 

偏光顯微鏡法 

3. 在薄層層析法（thin-layer chromatography）中作為比對各色點是否具有

差異的數值，被簡稱為下列何者？ 

 (A) Tf值 (B) Lf值 (C) Cf值 (D) Rf

值 

4. 爲進行現場玻璃與嫌犯身上玻璃碎片之比對，以使用下列何種方法較適

宜？ 

 (A) 階梯密度分佈法 (B) 階梯重量分佈法 (C) 階梯彩度分佈法 (D) 

階梯色度分佈法 

5. 現場重建時，常利用玻璃輻射狀裂痕(radial glass fracture)中肋狀痕(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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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s)之觀察，以研判室內現場中玻璃被擊破的方向，為方便描述上述

之觀察方法，通常簡稱此方法為下列何者？ 

 (A) 3-R Rule (B) 3-F Rule (C) 3-S Rule (D) 

3-G Rule 

6. 下列何種分析方法適合鑑定縱火現場採取之可燃性液體殘跡？ 

 (A) 掃描電子顯微鏡/ X射線能譜分析法(SEM/EDS) 

 (B) 氣相層析質譜法(GC/MS) 

 (C) 感導偶合電漿質譜法(ICP/MS) 

 (D)  X射線螢光光譜法(XRF) 

7. 現場勘察時，常需使用多波域光源(ALS)進行現場物證之搜尋，其中血斑

較容易吸收下列何種光線？ 

 (A) 紅色光 (B) 紫色光 (C) 綠色光 (D) 

黃色光 

8. 在美國證據法則發展過程中，最早提出法院對科學證據容許性的評斷標

準，要求對於科學證據必須被該科學領域所「普遍接受 (general 

acceptance)」才具有證據能力的法則為何？ 

 (A) 道伯（Daubert）法則 (B) 昆霍（Kumho）法則 

 (C) 佛萊（Frye）法則 (D) 路卡（Locard）法則 

9. 汽車原漆進行鋼板塗裝時，為達到保護與美觀兩種主要功能，通常需要

塗裝幾層漆膜？ 

 (A) 2層 (B) 3層 (C) 4層 (D) 5

層 

10. 汽油係由數百種有機化合物混合之可燃性液體，其主要成分屬於下列何
種類型之化合物？ 

 (A) 烷類(alkanes)  (B) 烯類(alkenes) 

 (C) 芳香族類(aromatics) (D) 環烷類(cycloalkanes) 

11. 拍攝車禍中被汽車輾過之被害者深綠色褲子上的輪胎痕時，為獲取更明
顯對比效果之胎痕，使用下列何種方法較適宜？ 

 (A) 紅外光攝影法 (B) 紫外光攝影法 (C)  X光攝影法 (D) 

可見光攝影法 

12. 下列關於濫用藥物分析之相關描述，何者正確？ 

 (A) 目前免疫分析法，因靈敏度與選擇性均已提高，已被認可作為確認
試驗使用 

 (B) 我國工作場所濫用藥物檢測閾值之規定，尿液中甲基安非他命濃度
高於 500 ng/mL 時，其代謝物安非他命亦應同時等於或高於 200 

ng/mL，方可判定為檢出甲基安非他命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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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氣相層析質譜法(GC/MS)是唯一的濫用藥物分析工具，其他分析工
具均難以取代 

 (D) 薄層層析法因屬傳統老舊的方法，並不適用於濫用藥物分析 

13. 以抗 A 血清與抗 B 血清測定全血之血型時，若反應結果為加入抗 A 血
清與抗 B血清後均未產生凝集反應，則該全血屬下列何種血型？ 

 (A) A型 (B) B型 (C) AB型 (D) O

型 

14. 下列哪種方法較適用於土壤樣品中結晶化合物之鑑定？ 

 (A)  X射線繞射法(XRD) 

 (B) 掃描電子顯微鏡/ X射線能譜分析法(SEM/EDS) 

 (C) 原子吸收光譜法(AAS) 

 (D) 感導偶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法(ICP-AES) 

15. 槍枝或汽車引擎號碼被磨除的相對深度，稱之為磨滅值(RD)，有關號碼
被磨滅之重現問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RD = 號碼打造深度/磨除厚度 

 (B)  RD值越大，則重現被磨滅號碼之可能性越大 

 (C) 能重現被磨滅號碼之 RD 值大小與金屬材質及重現方法有關，通常
能重現之 RD值約在 1.5~5.9之間 

 (D) 打印號碼下方金屬活性變小，進行化學腐蝕時，反應速率較慢 

16. 現場物證自發現、採取、保管、送鑑、移送至檢察機關或法院，其交接
流程應記錄明確，以確保其證據能力，此完整的記錄流程專稱為下列何
者？ 

 (A) Four-Phase Linkage (B) Chain of Custody 

 (C) Locard’s Exchange Principle (D) The Rules of Evidence 

Exclusion 

17. 當以特定波長之光源照射原子化的樣品，該特定波長光線被原子吸收，
致使該原子從基態被激發到激發態，因此，該特定波長通過樣品之光線
強度減弱，此種光譜分析法稱之爲？ 

 (A) 原子發射光譜法  (B) 原子穿透光譜法 

 (C) 原子吸收光譜法  (D) 原子螢光光譜法 

18. 在重大刑案現場勘察分工中，下列哪一項工作不屬於制服警察應該的作
為？ 

 (A) 現場保全 (B) 初步訪查 (C) 救護傷患 (D) 

現場預勘 

19. 下列哪種方法較不適合進行縱火現場可燃性液體殘跡之偵檢？ 

 (A) 光離子化偵測法  (B) 攜帶式 X 射線螢光光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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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火焰離子化偵測法 (D) 縱火警犬偵檢法 

20. 在 319 槍擊案中，為確定陳水扁前總統肚皮受傷傷口組織中是否遺留有
轉移的彈頭殘跡，傷口組織以下列何種分析方法較適合？ 

 (A) 掃描電子顯微鏡/ X射線能譜分析法(SEM/EDS) 

 (B)  X射線繞射法(XRD) 

 (C) 氣相層析質譜法(GC/MS) 

 (D) 液相層析質譜法(LC/MS)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下列方法中，哪些方法適合分析微量油漆中之接合劑樹脂(binder resin)

種類？ 

 (A) 顯微分光光譜法  (B) 掃描電子顯微鏡/ X射線

能譜分析法 

 (C) 顯微紅外光譜法  (D) 熱解氣相層析質譜法 

 (E)  X射線螢光光譜法 

22. 使用單眼數位相機進行現場與物證攝影時，對於景深的控制，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 被攝物前後景深的分布比例為 1：2 

 (B) 當物距與光圈固定，鏡頭焦距越大，景深越長 

 (C) 當光圈與鏡頭焦距固定，物距越大，景深越長 

 (D) 當物距與鏡頭焦距固定，光圈越大，景深越長 

 (E) 景深的實際範圍係由物距、鏡頭焦距與光圈決定，拍攝者無法預先

觀察其範圍 

23. 縱火現場採取可燃性液體殘跡時，通常亦必須採取比對樣品(comparison 

sample)，關於比對樣品鑑定的目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可詮釋層析圖譜受基質熱解干擾之情形 

 (B) 可詮釋基質中之可燃性液體是否為外來添加所致 

 (C) 可測試前處理方法中之吸附劑效能 

 (D) 可測試分析儀器中之偵測器效能 

 (E) 可當作實驗室鑑定時之品管檢體 

24. 下列哪些物證具有個化性特徵(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之可能性？ 

 (A) 槍擊現場擊發過之子彈 (B) 車禍現場遺留之油漆片 

 (C) 竊盜現場遺留之潛伏指紋 (D) 火災現場之液態縱火劑

殘跡 

 (E) 命案現場遺留之鞋印痕 

25. 現場進行各類痕跡顯現時，下列哪些痕跡必須配用多波域光源或雷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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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始可發光？ 

 (A) 以 Luminol顯現被清洗過之微弱血痕 

 (B) 以 Cyanoacrylate 顯現後，再配用羅丹染料(Rhodamine 6G)之指紋 

 (C) 以 Ninhydrin顯現後，再經氯化鋅溶液(Zinc Chloride Solution)處理之

指紋 

 (D) 以 Iodine Spray Reagent 顯現後，再經澱粉溶液(Starch Solution)固定

處理之指紋 

 (E) 以 1,8-Diazafluoren-9-one(DFO)顯現之潛伏指紋 

26. 在性侵害案件中，為研判精液斑的位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可使用紫外光源激發精液斑產生螢光，以研判可能之精液斑位置 

 (B) 在可見光範圍只有藍紫光才能激發精液斑產生螢光，其他波長則無

法激發精液斑產生螢光 

 (C) 可利用 Sodium Alpha Naphthylphosphate 與 Fast Blue B Solution 進行

Acid Phosphatase(ACP)之直接顯色，進一步研判精液斑位置 

 (D) 可利用 4-Methyl Umbelliferyl Phosphate(MUP) Solution 直接顯色，進

一步研判精液斑位置 

 (E) 在缺乏精蟲的條件下，可利用抗 P30 抗體與 P30 抗原之沉降試驗，

以確定為精液斑 

27. 有關使用靜電足跡採取器進行室內現場磁磚與報紙上塵土鞋印痕採證之

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室內現場應盡量明亮，始可先辨識出塵土鞋印痕的位置 

 (B) 光源應打低角度斜光，讓塵土鞋印痕因擴散反射(diffused reflection)

而變為更明亮 

(C) 光源應打低角度斜光，讓光滑磁磚表面因鏡向反射(specular reflection)

而變為更明亮 

 (D) 以靜電足跡採取器採得之鞋印痕，在低角度斜光照射下之對比效果

比垂直打光為佳 

 (E) 報紙因表面太過粗造，難以打光辨識出鞋印痕位置，更無法以靜電

足跡採取器採出鞋印痕 

 

 

 

 

28. 在黃色紙袋上，以寧海德林法顯現潛伏指紋後，如何使用多波域光源與
濾色鏡進行攝影，以增顯指紋與背景間之對比效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為使指紋紋路變暗，以多波域光源照射黃色光並選用黃色濾色鏡 

 (B) 為使指紋紋路變暗，以多波域光源照射藍紫色光並選用藍紫色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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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 

 (C) 為使黃色紙袋背景變亮，以多波域光源照射黃色光並選用黃色濾色
鏡 

 (D) 為使黃色紙袋背景變亮，以多波域光源照射藍紫色光並選用藍紫色
濾色鏡 

 (E) 為使指紋紋路變暗同時黃色紙袋背景變亮，以多波域光源照射藍紫
色光並選用黃色濾色鏡 

29. 有關 DNA鑑定常用的方法，下列何者正確？ 

 (A)  DNA電泳法  (B) 聚合酶連鎖反應法 

 (C) 凝膠雙向擴散法  (D)  DNA定序法 

 (E) 限制片段長度多型法 

30. 以下常見之濫用藥物分類，何者正確？ 

 (A)  Ketamine屬興奮劑  (B)  GHB屬幻覺劑 

 (C)  FM2屬鎮靜劑  (D)  Morphine屬麻醉劑 

 (E)  MDMA屬興奮劑  

31. 下列與筆跡鑑定相關議題之描述，何者正確？ 

 (A) 以他人筆跡為範本，臨摹其字型加以書寫屬於模仿字跡(forgery) 

 (B) 刻意以自我意識改變慣用方法加以書寫屬於做作字跡(disquise) 

 (C) 筆跡特徵之檢查以單一文字特徵檢視為重點，行列文字間與字詞間
檢視通常不需要 

 (D) 後寫的筆劃會破壞先寫的筆畫的邊緣型態屬於連筆特徵之檢視 

 (E) 起筆、運筆、收筆屬於單一筆劃特徵之檢視 

32. 下列關於彈殼比對之描述，何者正確？ 

 (A) 撞針痕同時具有分類與個化價值，為彈殼上最具比對價值之痕跡 

 (B) 彈底紋同時具有分類與個化價值 

 (C) 除轉輪槍外，自動退殼槍枝之抓子痕同時具有分類與個化價值 

 (D) 盒式彈匣痕不但具有分類價值，且個化價值甚高 

 (E) 除轉輪槍外，自動退殼槍枝之退子痕(或稱為退殼痕)具良好分類價值 

33. 下列關於纖維分類之描述，何者正確? 

 (A) 天然動物纖維其主成分為脂肪 

 (B) 植物纖維主成分為纖維素 

 (C) 再生纖維是以棉花或木漿為原料 

 (D) 聚酯纖維係由加成聚合反應之合成纖維 

 (E) 聚烯烴纖維係由縮合聚合反應之合成纖維 

34. 氣相層析質譜法是濫用藥物分析常用的方法，關於氣相層析前之化學衍
生(chemical derivatization)步驟的目的，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刑事鑑識概論7  

 (A) 為增加分析物之極性與揮發性 

 (B) 為提高分析物之層析效果 

 (C) 為增加氣相層析質譜法之偵測靈敏度  

 (D) 為提高分析物之結構鑑別力 

 (E) 為減少極性分析物層析波峰之拖曳現象 

35. 關於熱解氣相層析法(pyrolysis-GC簡稱 Py-GC)之原理與應用，下列描述
何者正確？ 

 (A)  Py-GC 的原理是利用瞬間的高熱將不揮發性的聚合物裂解成揮發性
產物並加以層析分離 

 (B) 藉由裂解產物的層析與質譜分析結果可估算出被熱解聚合物之分子
量 

 (C) 影印文件上的碳墨(photocopy toner)適合使用Py-GC進行分析與比對 

 (D)  Py-GC可應用在單纖維樣品之分析與比對 

 (E) 微量油漆樣品因含無機填充顏料，所以不適合使用 Py-GC 之分析與
比對 

36. 使用閃光燈進行現場與物證攝影之相關問題，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A) 閃光燈的曝光效果與被攝物的距離有關 

 (B) 閃光燈的色溫與平均太陽光的色溫相近 

 (C) 相機設定的 ISO值大小不會影響閃光燈的曝光效果 

 (D) 相機設定的光圈大小會影響閃光燈曝光的效果 

 (E) 以閃光燈為光源拍攝室外夜間現場導致背景曝光不足，其原因是閃

光燈發光強度太小 

37. 關於火場可燃性液體殘跡萃取方法之描述，何者正確？ 

 (A) 直接頂空法被定位為篩檢方法 

 (B) 固相微萃取法被定位為篩檢方法 

 (C) 水蒸氣蒸餾法因能估算出檢體中可燃性液體殘跡之總量，目前是實

驗室最常用的方法 

 (D) 靜態頂空吸附法的靈敏度優於直接頂空法 

 (E) 溶劑萃取法因需使用大量溶劑，目前已不被實驗室採用 

38. 關於 DNA鑑定之描述，何者正確？ 

 (A)  DNA 的破壞主要是來自於外切核酸酶(exonuclease)與內切核酸酶

(endonuclease)的作用 

 (B) 目前刑事鑑識上所分析 Nuclear DNA之 STR重複 DNA序列係屬散

落型重複序列 

 (C) 在美國由聯邦調查局(FBI)所建立之嫌犯DNA資料庫稱之為AFIS系

統 

 (D) 細胞中Mitochondrial DNA (mtDNA)存在於細胞核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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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目前進行父系血緣鑑定是利用 mtDNA 上 D-loop 區之 HV-I 與 HV-II

片段定序後加以判別 

39. 下列關於射擊殘跡鑑識之描述，何者正確？ 

 (A) 無機射擊殘跡主要是由底火之融熔液滴、部分彈頭氣化成分與發射

火藥金屬液滴所混合 

 (B) 有機射擊殘跡主要是由未燃燒或燃燒不完全之發射火藥所形成 

 (C) 特異性無機射擊殘跡微粒具有球型或類球型之型態特徵，含鉛銻鋇

元素之組成 

 (D) 有機射擊殘跡之微粒型態大部分雖與無機射擊殘跡相似，但元素組

成不同 

 (E) 被認定為不具特異性元素組成之無機射擊殘跡，至少需含鉛銻鋇其

中一個以上元素之組成 

40. 下列關於爆炸物鑑識之描述，何者正確？ 

 (A) 塑膠炸藥屬於低爆藥 

 (B) 無煙火藥屬於高爆藥 

 (C) 高效液相層析質譜法是爆炸物成分分析極佳的利器 

 (D) 紅外光吸收光譜法可分析有機爆炸物或無機爆炸物所含之硝酸根與

氯酸根等陰離子成分 

 (E) 掃描電子顯微鏡/ X 射線能譜分析法可分析無機爆炸物所含之金屬燃

料、金屬氧化物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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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刑事警察學系、水上警察學系 

科目：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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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80題空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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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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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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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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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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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有關刑法變更時，新舊法之適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原則上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B) 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C) 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D) 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後，執行未完畢，而法律變更為不施以保安處分

者，免其保安處分之執行 

2. 偶然防衛，一般認為不能成立正當防衛，其理由為： 

 (A) 沒有不法的侵害存在 (B) 行為人沒有防衛的意思 

 (C) 行為人未為防衛之行為 (D) 侵害沒有急迫性 

3. 法警奉命執行死刑致受刑人死亡，仍不構成殺人罪，其理由為： 

 (A) 不具違法性 (B) 無殺人之故意 

 (C) 構成要件不該當 (D) 客觀上不可歸責 

4. 甲擬殺害乙，將丙誤認為乙，持刀殺害致輕傷，後來發現錯誤，乃立即

停止殺害行為，依司法實務之見解，甲應成立何罪？ 

 (A) 傷害既遂罪 (B) 殺人罪之中止未遂 

 (C) 殺人罪之不能未遂 (D) 殺人罪之普通未遂 

5. 任職於Ａ公司的經理甲，因私下收受廠商十萬元，而以較高的價格向該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2  

廠商採購貨物一批，甲應構成何罪？ 

 (A) 受賄罪 (B) 準受賄罪 (C) 背信罪 (D) 

無罪 

6. 甲於強盜時又當場殺人、放火，依司法實務見解，應成立何罪？ 

 (A) 強盜殺人結合罪及放火罪 (B) 強盜殺人放火結合罪 

 (C) 殺人放火結合罪及強盜罪 (D) 強盜放火結合罪及殺人

罪 

7. 自美國留學回國的甲，要求父親讓出房子，又限期要求父親將音響等雜

物搬走，在父親搬走音響之前，甲即將父親所有之音響等雜物搬出交由

資源回收車運走，甲可能成立何罪？ 

 (A) 竊盜罪 (B) 毀損一般物品罪 (C) 間接損害財產罪 (D) 

無罪 

 

 

 

8. 甲暗藏一只仿冒錶，攜往勞力士手錶專賣店，在找到同款式之勞力士手

錶後，假裝要選購該錶，要求老闆取出供其挑選，然後趁老闆不注意的

時候，將自己的仿冒錶與該店的勞力士錶互換，再將仿冒錶交給老闆，

然後攜走該店的勞力士錶，本案中甲可能成立何罪？ 

 (A) 竊占罪 (B) 詐欺取財罪 (C) 侵占罪 (D) 

竊盜罪 

9. 甲意圖供行使之用，以剪貼影印方式，將乙簽發之支票影本的金額壹萬

元改為壹拾萬元，依判例之見解，甲應構成何罪？ 

 (A) 變造有價證券 (B) 偽造有價證券 

 (C) 偽造私文書 (D) 變造私文書 

10. 警察甲於執行路檢時發現乙疑似酒後駕車，乃予攔停，吐氣檢測結果酒精

濃度為每公升 0.45毫克，準備予以告發，乙馬上打電話給議員丙前來求

情，甲受到議員的壓力，乃未予告發，讓乙離去，甲應構成何罪？ 

 (A) 圖利罪  (B) 公務員縱放人犯罪 

 (C) 廢弛職務罪 (D) 無罪 

11. 依司法實務之見解，下列何種情形，法官就其審判之同一案件應自行迴

避？ 

 (A) 法官曾參與前審審判期日前之調查程序 

 (B) 法官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 

 (C) 第二審法院之法官曾參與第三審發回更審前之第二審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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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再審法院之法官曾參與原確定判決之裁判 

12. 刑事訴訟法第 268條：「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之規定，與

下列何種原則關係最為密切？ 

 (A) 起訴法定原則 (B) 法官法定原則 

 (C) 法官保留原則 (D) 不告不理原則 

13. 檢察官就強盜並當場殺人之強盜部分起訴，其後又將已起訴之強盜部分撤

回，法院應如何處理？ 

 (A) 無庸為任何裁判 (B) 就強盜殺人之事實審判

之 

 (C) 為不受理判決 (D) 就強盜之事實審判之 

14. 下列何種強制處分係採絕對法官保留？ 

 (A) 拘提 (B) 搜索 (C) 檢查身體 (D) 

羈押 

15. 刑事訴訟法必須採用嚴格證明的制度，主要是因為： 

 (A) 採行自由心證的原則 (B) 刑事證據的本質使然 

 (C) 為防止偵查機關違法取得證據 (D) 採行無罪推定的原則 

16. 下列何種情形法院應為不受理判決？ 被告死亡 起訴之程序違背規

定 法院無管轄權  曾經判決確定 告訴乃論之罪已逾告訴期間 

時效已完成 同一案件已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法院 

 (A)   (B)  

 (C)   (D)  

17. 甲公然侮辱 A之後，第二天又夥同乙共同傷害 A，A乃向檢察官提起甲

傷害之告訴，就上述事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檢察官就甲傷害Ａ的部分提起公訴時，法院得就乙傷害Ａ的部分審

判之 

 (B) 檢察官得就乙傷害Ａ的部分提起公訴 

 (C) 檢察官得就甲公然侮辱Ａ的部分提起公訴 

 (D) 檢察官就甲傷害Ａ的部分提起公訴時，法院得就甲公然侮辱Ａ的部

分審判之 

 

 

 

18.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之後，於具備一定條件下，仍得提起公訴，下列何

者不屬之？ 

 (A) 被告未履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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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 

 (C) 被告因故意或過失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 

 (D) 緩起訴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起訴期間內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

宣告 

19. 法院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中，認定某證據無證據能力時，該

證據： 

 (A) 欲提出於審判期日應經進行準備程序之法官同意 

 (B) 欲提出於審判期日應經兩造當事人同意 

 (C) 欲提出於審判期日應經法院同意 

 (D) 不得於審判期日主張之 

20. 有關再審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檢察官為受判決人之利益或不利益均得聲請再審 

 (B) 告訴人得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聲請再審 

 (C) 聲請再審於刑罰執行完畢後，不得為之 

 (D) 聲請再審，由最高法院管轄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有關不法構成要件之犯罪類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結果加重犯是結合了故意犯與過失犯 

 (B) 結合犯是結合了二個以上的故意犯 

 (C) 不純正的不作為犯是一種特別犯 

 (D) 具體危險犯的危險結果判斷是一種事前判斷 

 (E) 抽象危險犯的危險結果判斷是一種事後判斷 

22. 甲持刀追殺乙，乙在情急之下無計可施，乃拿起丙的花瓶丟向甲，致甲受

傷，花瓶破碎，於本案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乙該當傷害罪及毀損物品罪 

 (B) 乙造成花瓶破碎的行為，可成立正當防衛 

 (C) 乙造成花瓶破碎的行為，可成立緊急避難 

 (D) 乙造成甲受傷的行為，可成立正當防衛 

 (E) 乙造成甲受傷的行為，可成立自助行為 

23. 有關客體錯誤與打擊錯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客體錯誤是一種對規範的認識錯誤 

 (B) 打擊錯誤是一種行為上的錯誤 

 (C) 客體錯誤與打擊錯誤都是一種構成要件上的錯誤 

 (D) 打擊錯誤是一種容許構成要件上的錯誤 

 (E) 客體錯誤是一種認識上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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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現行刑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通常屬行為犯？ 

 (A) 過失犯  (B) 抽象危險犯 

 (C) 不純正不作為犯  (D) 具體危險犯 

 (E) 純正不作為犯 

25. 有關參與犯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對教唆犯為幫助行為者，為幫助犯 (B) 教唆他人從事幫助犯罪

之行為者，為教唆犯 

 (C) 親手犯不能成立間接正犯 (D) 對向犯為必要的參與犯 

 (E) 正犯未遂時，幫助犯就不可能論以既遂 

 

26. 有關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宣告之最重刑為死刑者，不執行他刑，但罰金及從刑不在此限 

 (B) 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各刑合併執行之 

 (C) 宣告多數拘役者，於各刑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
刑期，但不得逾 120天 

 (D) 宣告多數罰金者，各刑合併執行之 

 (E) 宣告多數褫奪公權者，僅就其中最長期間執行之 

27. 有關自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想像競合犯中，倘其中一罪已被警察發覺後，行為人又就未被發覺的部
分自動供認，仍屬自首 

 (B) 委託他人代理自首亦屬自首 

 (C) 向偵查機關以外之其他機關自首，經移送到偵查機關時，亦屬自首 

 (D) 自首之動機為何，不影響自首之成立 

 (E) 自首之後於審判中又主張有阻卻罪責之事由時，不成立自首 

28. 一行為同時符合數構成要件，各構成要件間具有下列何種關係時，只適

用最適當的構成要件，而排斥次要的構成要件？ 

 (A) 擇一關係  (B) 補充關係 

 (C) 吸收關係  (D) 累積關係 

 (E) 特別關係 

29. 甲竊得黃金首飾一批，被警察傳訊，乃請朋友乙幫忙把竊得的首飾銷毀，
乙依甲的指示找到該批首飾並予以熔成一金塊，依司法實務之見解，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成立湮滅刑事證據罪之間接正犯 (B) 甲成立湮滅刑事證據罪
之教唆犯 

 (C) 甲的教唆行為不成立犯罪 (D) 乙成立偽證罪 

 (E) 乙成立湮滅刑事證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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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富商甲家中遭竊，偵查隊遲遲未能破案，為能早日破案，乃表示願提供
十萬元給偵查隊作為該案之破案獎金。偵查隊隊長乙即要求偵查隊同仁
一起努力辦案，警察丙為獲得獎金而特別努力調查，終將此案偵破。破
案當天，甲高興之餘，攜來十萬元獎金交給乙，由乙公開將獎金頒發給
丙。於本案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丙成立不違背職務收賄罪 (B) 甲成立刑法第122條第3

項的行賄罪 

 (C) 乙無罪  (D) 乙成立不違背職務收賄
罪 

 (E) 丙無罪 

31. 下列自訴之提起，何者不合法？ 

 (A) 對直系尊親屬提起自訴 

 (B) 告訴乃論之罪已不得告訴而提起自訴 

 (C) 告訴乃論之罪經檢察官開始偵查後提起自訴 

 (D) 對配偶提起自訴 

 (E) 同一案件經檢察官偵查終結後提起自訴 

32. 檢察官對於駁回羈押之裁定，得採取下列何種救濟途徑？ 

 (A) 於上訴時一併聲明不服 (B) 蒐集證據後再提出聲請 

 (C) 聲請重新調查證據 (D) 準抗告 

 (E) 抗告 

33. 甲、乙二人共同強盜並當場殺害丙，甲住所地所屬法院檢察官以強盜罪
起訴甲，一週後犯罪地所屬法院檢察官又以殺人罪起訴甲、乙二人，就
此事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共有二個案件 

 (B) 共有三個訴訟關係 

 (C) 共有二個訴訟程序 

 (D) 甲住所地法院應就甲、乙強盜殺人之事實審判之 

 (E) 犯罪地法院應就乙強盜殺人之事實審判之，就甲部分應為不受理判
決 

34. 警察甲無搜索票，亦無拘票，擬前往乙家搜索，經乙拒絕，甲仍強行侵

入乙家中，並逮捕搜索丙之身體，甲於下列何種情形下為上述行為，可

認為是合法的行為？ 

 (A) 乙家常用為賭博之處所 

 (B) 丙正在乙家中與幼童從事性交易 

 (C) 乙家中藏有犯罪證據，情況急迫，非迅速搜索有被湮滅之虞 

 (D) 丙為通緝犯並藏匿於乙家中 

 (E) 乙為假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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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傳聞證據原則上應予排除，其理由為： 

 (A) 法官無法直接聽取原證人的陳述 

 (B) 取得的方法不合法 

 (C) 不能透過偽證罪來擔保原證人真實陳述 

 (D) 與主要事實無關聯性 

 (E) 不能實施交互詰問 

36. 下列何種事實必須經嚴格證明？ 

 (A) 不法構成要件的事實 (B) 阻卻違法事由的事實 

 (C) 用以彈劾證據信憑性的事實 (D) 違法搜索的事實 

 (E) 羈押要件的事實 

37. 甲被仇人乙開車撞傷，除了甲得提起告訴之外，下列何者得不受甲明示意思

之拘束，獨立提起告訴？ 

 (A) 甲的子女  (B) 甲的繼父 

 (C) 甲的法定代理人  (D) 甲的弟弟 

 (E) 甲的配偶 

38. 有關交付審判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交付審判應由告訴人委任律師聲請之 

 (B) 交付審判之聲請於法院裁定前得撤回之 

 (C) 告訴人對於駁回交付審判之裁定，不得抗告 

 (D) 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裁定時，視為已提起公訴 

 (E) 被告對於交付審判之裁定得提起抗告 

39. 下列何種情形，法院得不待被告陳述，逕行判決？ 

 (A) 被告拒絕陳述 

 (B) 法院認為應科處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

不到庭 

 (C) 第二審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 

 (D) 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而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 

 (E) 被告未受許可而退庭 

40. 有關認罪協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認罪協商程序由被告向法院聲請之 

 (B) 法院認定之事實顯與協商合意之事實不符時，不得為協商判決 

 (C) 協商之案件，未選任辯護人者，法院均應指定辯護人協助進行協商 

 (D) 法院認為應諭知免刑時，不得為協商判決 

 (E) 法院未為協商判決時，被告在協商過程中之陳述，不得採為對被告

不利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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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 

科目：警察法規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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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80題空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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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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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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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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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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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6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下列何者不是縣（市）自治之立法事項？ 

 (A) 縣（市）警察業務之實施事項 

 (B) 縣（市）警察常年訓練之實施事項 

 (C) 縣（市）警政事項 

 (D) 縣（市）義勇警察、駐衛警察之組設、編練、派遣、管理等事項 

2. 下列有關警察任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A) 警察任務條款性質上屬警察任務之宣示，不得作為警察干預處分之

依據 

 (B) 警察依法促進人民福利為警察之輔助任務 

 (C) 行政危害防止任務與刑事犯行追緝任務競合時，適用法益衡量原則 

 (D) 警察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屬警察之職務協助範疇 

3. 下列有關警察官制官規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之機關保留事

項 

 (B) 警監官等分為一、二、三、四階，以第一階為最高階 

 (C) 初任警察官之年齡，警正不得超過四十五歲，警監不得超過五十五

歲 

 (D) 警察大學學生經實習期滿畢業，考試及格分發任職者，免予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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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列有關法規命令與行政規則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法規命令應有法律之明確授權；行政規則得由原發布機關廢止之 

 (B) 法規命令之發布，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行政規則應下達下級

機關或屬官，無須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 

 (C) 有效下達之行政規則，具有拘束各級行政機關效力 

 (D) 「拘留所設置基準」為法規命令；「警察常年訓練辦法」為行政規則 

5. 下列有關「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類及規格表」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瓦斯電氣警棍」與「瓦斯粉沫噴射車」屬於「瓦斯器械」 

 (B) 「警銬」與「膠質警棍」屬於「應勤器械」 

 (C) 「電氣警棍」與「擊昏彈包」屬於「電氣器械」 

 (D) 「高壓噴水噴瓦斯車」與「煙幕彈」屬於「噴射器械」 

 

 

6.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

停並採行必要措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要求乘客出示相關證件 

 (B) 檢查引擎 

 (C) 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 

 (D) 駕駛人有異常舉動而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得檢查交通工具 

7. 內政部受理廠商申請製造或售賣電氣警棍、警銬、電擊器，其許可准駁

之期限，原則上為： 

 (A) 一個月 (B) 二個月 (C) 四個月 (D) 

六個月 

8. 一行為而發生二以上之結果，其違反同條款之規定者，依社會秩序維護

法之規定，應如何處罰？ 

 (A) 連續處罰 (B) 從重處罰 (C) 從一重處罰 (D) 

加重其處罰 

9. 警察機關對於情節輕微而事實明確之違序案件，得不經通知、訊問逕行

處分，其處罰種類與程度之限制規定，係指： 

 (A) 執行罰 (B) 法定罰 (C) 處斷罰 (D) 

宣告罰 

10.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責任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滿十四歲人之違序行為不罰 

 (B) 幫助他人實施違反本法之行為者，得減輕處罰 

 (C) 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得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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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 

 (D) 經營特種工商業者之代表、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關於業務上違反

本法之行為，應併罰其營業負責人 

11.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及管轄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供違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以行為人所有者為限，應沒入之 

 (B) 依本法處罰執行完畢，三個月內再有違反本法行為者，得加重處罰 

 (C) 專業警察機關，得經警政署核准就該管區域內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行使其管轄權  

 (D) 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簡易庭，以法官三人合議行之 

12. 甲男育有一子乙，現年十五歲，因甲平日疏於管教，致乙行為偏差。某

日乙任意採折他人菜果花卉，為警查獲，則甲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

可被處以下列何種處罰？ 

 (A) 罰鍰 (B) 申誡 (C) 罰鍰或申誡 (D) 

拘留或罰鍰 

13.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沒入，應如何宣告？ 

 (A) 與其他處罰合併宣告 (B) 單獨宣告 

 (C) 合併宣告為原則，單獨宣告為例外 (D) 單獨宣告為原則，合併

宣告為例外 

14. 警察機關裁處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違序行為人有數人，受處分

人請求對質時，對警察人員拒絕其對質請求之決定，受處分人應如何請

求救濟？ 

 (A) 單獨對其提起異議表示不服 (B) 單獨對其提起訴願表示

不服 

 (C) 於不服處分聲明異議時，一併表示不服 (D) 於不服處分提起抗告

時，一併表示不服 

15. 下列何者並非社會秩序維護法中，得處以「保安處置」之對象？ 

 (A) 瘖啞之違序行為人 (B) 未滿十八歲之違序行為

人 

 (C) 精神耗弱之違序行為人 (D) 滿七十歲以上之違序行

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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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7 條第 2 款規定：「於警察人員依法調查或查察

時，就其姓名、住所或居所為不實之陳述或拒絕陳述者」，處三日以下拘

留或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拘留與罰鍰均屬行政罰法第 1條及第 2條之處罰種類 

 (B) 簡易庭對警察機關移請裁定之案件，如認為不應處罰者，得逕為不

罰 

 (C) 原移送之警察機關不服簡易庭之裁定，得向普通庭提起抗告 

 (D) 裁定拘留確定之案件，警察機關應於確定後以執行通知單，通知被

處罰人到場執行 

17. 下列有關「行政執行法救濟制度」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義務人不服行政執行分署「限制住居」之執行命令，得提起聲明異

議 

 (B) 行政執行分署不服法院關於管收之裁定，不得提起抗告 

 (C) 人民對於執行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

訟 

 (D) 行政執行，有國家應負賠償責任之情事者，人民得依國家賠償法請

求損害賠償 

18. 下列有關行政執行法第 17條之 1之「禁奢條款」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第 17條之 1第 1項「義務人為自然人，其滯欠合計達一定金額…」

該「一定金額」，依法務部命令為滯欠金額合計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之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人 

 (B) 核發禁止命令由行政執行分署聲請法院裁定 

 (C) 第 17 條之 1 第 1 項第 6 款「禁止每月生活費用超過一定金額」，該

「一定金額」依法務部命令為新臺幣二萬五千元 

 (D) 義務人違反禁止命令，行政執行分署應即聲請法院裁定管收 

19.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得管收之人？ 

 (A) 懷胎五月以上者 

 (B) 因管收而其一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 

 (C) 被管收人之父母重病，須其親自處理者 

 (D) 現罹疾病，恐因管收而不能治療者 

20. 下列有關直接強制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實施直接強制應經告戒之程序 

 (B) 拆除住宅為直接強制方法之一 

 (C) 因情況急迫，如不及時執行，顯難達成執行目的時，得依直接強制

方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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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實施直接強制之費用，應命義務人繳納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下列有關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03號對戶籍法規定按捺指紋發給國民身分

證之解釋，何者正確？ 

 (A) 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

私權屬於憲法第 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B) 憲法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護並非絕對，國家基於公益之必要，得

於不違反憲法第 23條之範圍內，以法律明確規定強制取得所必要之

個人資訊 

 (C) 全面蒐集人民指紋資訊並建立數位檔案，已為世界各國之立法趨勢 

 (D) 防範犯罪亦為戶籍法立法目的所涵蓋範圍內，戶籍法就強制按捺與

錄存指紋資料之目的，已有明文規定 

 (E) 國民事先錄存個人之指紋資料可達到國民身分證之防偽、防止冒

領、冒用、辨識路倒病人等目的，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 

 

 

 

 

22. 下列有關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26 號對警察大學碩士班招生簡章色盲考

生無法取得入學資格規定之解釋，何者正確？ 

 (A) 大學對於教學、研究與學習之事項，享有自治權，惟其自治事項範圍

並不包括入學資格在內 

 (B) 警察大學就入學資格條件事項，明定以體格檢查及格為錄取條件，

已逾越自治範圍，與法律保留原則有違 

 (C) 國民教育學校以外之各級各類學校訂定特定之入學資格，排除資格

不符之考生入學就讀，不得謂已侵害該考生受憲法保障之受教育權 

 (D) 警察工作之範圍廣泛、內容繁雜，職務常須輪調，隨時可能發生判

斷顏色之需要，色盲者因此確有不適合擔任警察之正當理由 

 (E) 警察大學畢業之一般生在校期間不享公費，亦不負有畢業後從事警

察工作之義務，所採排除色盲者入學之規定與憲法第 7條規定牴觸 

23. 下列有關警察教育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教育制度，其種類階段屬於中央立法事項 

 (B) 警察教育機關之設置，在中央應設警察大學，在地方應設警察專科

學校 

 (C) 專科警員班之修業年限二年，為警察養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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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警察大學受養成教育之學生，均享受公費待遇及津貼 

 (E) 警察大學得設警佐班辦理進修教育，得設警正班辦理深造教育 

24. 下列各種警察行政行為，何者為警察處分？ 

 (A) 警察對民眾檢舉路霸之復函 (B) 警察對治安顧慮人口之

定期查訪 

 (C) 警政署對各級警察機關所發布之署令 (D) 警察對集會遊行申請之

准駁 

 (E) 警察命令解散非法之集會遊行 

25. 下列有關「警察」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廣義警察係指以維持社會秩序為目的，而具強制手段特質之國家行

政作用 

 (B) 實質警察之意義者，乃就其「功能」予以觀察 

 (C) 憲法第 8條第 1項所稱之警察機關，係指廣義之警察 

 (D) 行政執行分署之執行員為形式意義之警察 

 (E) 檢察事務官屬功能意義之警察 

26. 警察法第 10條規定人民不服警察機關處分得依法救濟，下列何者屬之？ 

 (A) 不服行政執行法由法院裁定管收之抗告 

 (B) 不服依警械使用條例沒入處分提起之訴願 

 (C) 集會遊行負責人對不許可集會遊行之申復 

 (D) 對警察服務機關考績評定不服之申訴 

 (E)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向地方法院簡易庭提起之聲明異議 

27. 下列有關警察職務協助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我國憲法並無職務協助直接明文授權 

 (B) 警察職務協助之法律依據限於行政程序法及行政執行法 

 (C) 臨時性為職務協助特質之一 

 (D) 基於危害防止，警察應依職權主動介入協助其他機關 

 (E) 基於行政一體，職務協助費用應由被請求協助機關負擔 

28.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列何種違序行為，如情節重大，處或併處

停止營業或勒令歇業？ 

 (A) 發現槍械、彈藥或其他爆裂物，而不報告警察機關者 

 (B) 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經主管機關公告查禁之器械者 

 (C) 影印、縮印、放大通用之紙幣，並散布或販賣者 

 (D) 當舖、各種加工、寄存、買賣、修配業，發現來歷不明之物品，不

迅即報告警察機關者 

 (E) 公共遊樂場所之負責人或管理人，縱容兒童、少年於深夜聚集其內，而

不即時報告警察機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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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為警察機關裁處之案件？ 

 (A) 驅使或縱容動物嚇人者 

 (B) 冒用他人身分或能力之證明文件者 

 (C) 於發生災變之際，停聚圍觀，妨礙救助或處理，不聽禁止者 

 (D) 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酗酒滋事、謾罵喧鬧，不聽禁止

者 

 (E) 深夜遊蕩，行跡可疑，經詢無正當理由，不聽禁止而有危害安全之

虞者 

30.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規定，下列何種案件屬地方法院簡易庭專屬管

轄之案件？ 

 (A)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應受處罰之案件 

 (B) 不服簡易庭之裁定提起抗告之案件 

 (C) 遲誤聲明異議期間聲請回復原狀之案件 

 (D) 核駁被處罰人申請分期繳納罰鍰之案件 

 (E) 核駁罰鍰逾期不完納聲請易以拘留之案件 

31.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處罰有二種以上之加重或減輕者，遞加或遞減之 

 (B) 所稱深夜，指凌晨零時至六時而言 

 (C) 所稱職業賭博場所，指具有營利性之賭博場所 

 (D) 所稱查禁物，指刑法第 38條第 1項第 1款所定違禁物以外，依法令

禁止製造、運輸、販賣、陳列或持有之物 

 (E) 條文中所稱再次違反，不以前後兩次行為均違反本法同條款之規定 

32. 下列有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責任」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精神耗弱人，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B) 出於過失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C) 湮滅配偶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證據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D)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人，於行為未被發覺以前自首而受裁處者，得

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E)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之情節可憫恕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33. 有關行政執行法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

後，義務人在符合一定要件下，而有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分署得聲請

法院裁定管收。下列何者屬於此種法定要件？ 

 (A) 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B) 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C) 顯有逃匿之虞 

 (D) 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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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 

34.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有關拘提、管收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義務人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者，行政執行分署得聲請法

院裁定拘提 

 (B) 法院對於行政執行分署聲請拘提之聲請，應於十日內裁定 

 (C) 義務人不服法院拘提之裁定，得於五日內提起抗告；程序準用民事

訴訟法之規定 

 (D) 管收之執行由行政執行分署派執行員將被管收人送交管收所 

 (E) 行政執行分署應隨時提詢被管收人，每月不得少於三次 

35. 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下列有關使用警械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均應出示證件 

 (B) 警察人員使用槍械前，應先對空鳴槍 

 (C) 使用警械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 

 (D) 使用警械之原因已消滅者，應立即停止使用 

 (E) 使用警械後，應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長官，但使用警棍制止不須

報告 

 

36. 下列有關「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得申請許可定製、售賣、持有之警械以警棍、警銬、電氣警棍（棒）

（電擊器）、防暴網為限 

 (B)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得經內政部警政署授權，辦理申請許可定製或售

賣警銬 

 (C) 經所屬單位申請獲准後，警衛保全人員得持有警銬 

 (D) 經營金銀珠寶業者未僱用警衛者，其負責人得依規定申請購置電氣

警棍 

 (E) 申請許可購置之警棍、警銬，由內政部警政署核發警械執照，警械

執照應每二年換領一次 

37.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對於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 第三人，係指非警察人員而經警察遴選，志願與警察合作之人 

 (B) 遴選第三人經核准後，除最近兩年內曾任第三人者外，應實施訓練 

 (C) 經遴選為第三人者，即享有警察職權行使法賦予之職權 

 (D) 第三人之忠誠度經評估認為已不適任者，得停止執行 

 (E) 警察遴選第三人及第三人蒐集之資料，應列為極機密文件，專案建

檔 

38.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警察於必要時，得依法實施管束，下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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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者正確？ 

 (A) 意圖自殺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者，得為管束，學理上稱為保護性

管束 

 (B) 警察對人實施管束，時間最長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C) 警察為管束時，應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D) 被管束人有攻擊、毀損行為之虞，於必要時，得對其使用警銬 

 (E) 被管束人不服警察管束，不得提起救濟 

39. 下列有關「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對曾犯詐欺之罪者，得於刑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後三年內，定

期實施查訪 

 (B) 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三個月實施查訪一次 

 (C) 警察實施查訪，應注意避免影響查訪對象之工作及名譽 

 (D)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項目得包括查訪對象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 

 (E) 警察發現查訪對象有違法之虞時，應加以勸導，查訪對象不遵從指

導者，得加以處罰 

40. 下列有關「警察職權行使法資料蒐集」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依事實足認集會遊行，對公安或社會秩序有危害之虞時，得以

攝影、錄音，蒐集參與者現場活動之資料 

 (B) 警察為防止危害或犯罪，對有觸犯刑事法律之虞者，得經警察局長

或警察分局長核准後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其相關資料 

 (C) 警察對於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

者，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得經由警察局長書面同意後，對其生

活情形，進行資料蒐集活動 

 (D) 警察對於經合理判斷可能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為維護治安之必要，得協調相關機關裝設監視器 

 (E) 除法律另有特別規定者外，警察所蒐集之資料，至遲應於資料製作

完成時起三年內註銷或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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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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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符合法制規範，我國警察勤務相關法令之演進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A) 民國 61年 8月立法公布「警察勤務條例」 

 (B) 民國 90年 6月司法院大法官 535號解釋對警察執行勤務之職權，應

有「法律保留之要求」 

 (C) 民國 92年 6月由立法院三讀通過「警察職權行使法」 

 (D) 民國 92年 12月開始施行「警察職權行使法」 

2. 我國警察勤務時間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每日服勤時數以 8小時為原則 

 (B) 每日勤務交替時間大抵為上午 8時 

 (C) 日勤勤務起迄時間為上午 8時至下午 6時 

 (D) 深夜勤起迄時間為凌晨 0時至上午 6時 

3. 警察機關勤務規劃之目標，在於審視時空因素，統籌所有警力圓滿達成

任務。要達成此任務，一般採行例行性勤務規劃與預警先發式勤務規劃

二種方式，以治安穩定之轄區而言，例行性勤務規劃，所佔的比率，下

列何者最正確？ 

 (A) 三成 (B) 五成 (C) 六成 (D) 

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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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施勤務規劃應依治安特性為之。依地區分析而言，就轄內已發生之各

種刑案、交通事故、火災等案件，須按期實施檢討分析，一般而言，大

多以多久時間實施檢討分析一次？ 

 (A) 每週 (B) 半個月 (C) 兩個月 (D) 

三個月 

5. 我國警察勤務時間與勤務規劃的分配，下列何者錯誤？ 

 (A) 每日勤務以 8小時為原則，其中日勤以 4小時為限 

 (B) 服勤人員每週輪休全日二次，遇有臨時事故得停止之 

 (C) 深夜勤以不超過 4小時為度，但有特殊任務，得變更之 

 (D) 勤務機構置二人者，得另採全日更替制；其夜間值班，均改為值宿 

6. 有關「破窗理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僅是一種比喻，係低層次犯罪或行為不檢的表徵 

 (B) 有如一種暗示，其環境將轉變成犯罪的開端 

 (C) 是 1959年於美國舊金山街道上的一項實驗 

 (D) 是對於社區的衰敗與失序，因而導致犯罪率上升的描述 

 

7. 梅可望氏認為，現代國家警察人員執行勤務的重要方式中，下列何種是

執勤方式的骨幹？ 

 (A) 路檢 (B) 臨檢 (C) 巡邏 (D) 

查察 

8. 警勤區之查察工作，係以家戶訪查方式為手段，以期達到犯罪預防、為

民服務及社會治安調查等勤務功能，此外，因尚須在轄區內巡簽，故亦

具有巡邏之意義，蓋因為遂行勤查活動之時，走遍大街小巷，亦屬構成

巡邏網路之層面。此種勤務方式稱之為何？ 

 (A) 巡簽合一 (B) 查簽合一 (C) 巡查合一 (D) 

查巡合一 

9. 下列何者不是「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5條及「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

第 2條規定之對象？ 

 (A) 普通搶奪罪 (B) 乘機性交猥褻罪 (C) 酒駕重傷罪 (D) 

準詐欺罪 

10. 「形象互動理論」是以「意義」來瞭解犯罪現象的核心，並加以界定一

個人為犯罪人以後對其行為的影響。下列何種理論是以「形象互動理論」

為基礎？ 

 (A) 犯罪情境理論 (B) 犯罪預防理論 (C) 破窗理論 (D) 

標籤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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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警察勤務項目當中，下列何者為活動範圍涵蓋廣闊，能主動出擊，又能

被動緊急支援，且可伴隨多種勤務來執行？ 

 (A) 備勤 (B) 巡邏 (C) 臨檢 (D) 

家戶訪查 

12. 「警察替代役」於執行臨檢勤務時之地位，下列何者正確？ 

 (A) 可獨立對外為意思表示 (B) 視為行政委託之地位 

 (C) 視為行政助手之地位 (D) 與義交的性質不同 

13. 我國警察機關為掌握全國治安狀況，發揮勤務管制功能，從中央到地方

依層級設置幾級勤務指揮中心？ 

 (A) 一級 (B) 二級 (C) 三級 (D) 

四級 

14. 楊千氏認為，從計量之管理科學觀點而言，就警察勤務的特性與任務分派，

下列何種勤務之本質屬於「等候理論」？ 

 (A) 守望 (B) 備勤 (C) 值班 (D) 

巡邏 

15. 遇轄區發生重大治安事故、有警察人員涉及之案件或其他具新聞性、政

治性、敏感性之重大治安事故，其處置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A) 警察局應立即先以傳真向內政部警政署通報 

 (B) 於案發後 20分鐘內輸入「全國治安管制系統」初報內政部警政署勤

務指揮中心 

 (C) 如因案情複雜且有延續性而無法一次完整陳報之案件，應依初報、結報

等方式陳報，以利查考 

 (D) 於接獲報案後 2小時內結報 

16.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26條第 2項之規定，應加強勤務督導之重點時

日，下列何者非屬之？ 

 (A) 深夜 (B) 黃昏 (C) 暴風 (D) 

重要節日 

17. 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有其基本假設(Basic Assumption)即：人民

希望提升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並去改善人民生活上不愉快的問題，

根據這些描述，社區警政有其核心要素，下列何者最重要？ 

 (A) 社會監督 (B) 社會參與 (C) 社會意識 (D) 

社會學習 

18. 員警接獲通報前往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時，於執行臨場管制的工作中，下

列何者非屬之？ 

 (A) 現場警戒 (B) 管制交通 (C) 看管事故車輛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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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患救護 

19. 由警察機關排定勤務分配表，所發動之巡邏勤務，在轄內不受時空限制，

規劃正常的巡邏勤務，穿梭大街小巷之中巡邏，需受勤務指揮中心管制；

有狀況時，也須反應並到事故現場處理，此種巡邏方式，稱作： 

 (A) 反應式巡邏 (B) 預警式巡邏 (C) 隱密性巡邏 (D) 

指導性巡邏 

 

 

20. 警察對於交通工具的攔停臨檢，係以「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情事

作為依據，下列何者最不適合？ 

 (A) 臨時停車 (B) 擦撞路旁固定物 

 (C) 有酒醉駕車徵候等動作 (D) 夜間未打開車頭燈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我國警察勤務進入法制期的發展情形，下列何者正確？ 

 (A) 民國 76年 7月 24日修正「警察勤務條例」第 11條為「勤區查察，

由警勤區警員查察之」 

 (B) 民國 89年 10月 31日檢討廢止「戶口查察實施辦法」修訂「戶口查

察作業規定」，暫以家戶訪問取代戶口查察 

 (C) 民國 90 年 6 月警政署編印「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

序彙編」 

 (D) 民國 96 年 7 月 4 日「警察勤務條例」修訂，「勤區查察，由警勤區

員警執行之」 

 (E) 民國 96年 12月 13日發布「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共 19條 

22. 依據「警察法」第 9 條第 7 款規定，下列何者為警察依法執行的警察業

務？ 

 (A) 交通 (B) 消防 (C) 

衛生 

 (D) 建築 (E) 正俗 

23.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12條規定，下列何者為共同勤務？ 

 (A) 巡邏 (B) 安檢 (C) 

特勤 

 (D) 值班 (E) 聯合勤查 

24.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我國警勤區之劃分，主要係以哪些項目

為基準？ 

 (A) 依治安狀況 (B) 依自治區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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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人口疏密 

 (D) 依警力多寡 (E) 依交通設施 

25. 我國分駐(派出)所設置的目的，主要有哪些？ 

 (A) 強化警勤區的功能 (B) 結合社區資源與民力 (C) 

提供民眾服務的處所 

 (D) 蒐集地方情報 (E) 維護治安與預防犯罪 

26. 警察機關於人口稠密都會區或郊區治安特殊區域，得設置哪些輔助性勤

務執行機構？ 

 (A) 分駐(派出)所 (B) 駐在所 (C) 

勤務隊 

 (D) 警衛派出所 (E) 機動派出所 

27. 就任務、勤務性質與地位而言，警察分局所扮演的角色，下列何者正確？ 

 (A) 在警察組織體制中，屬於一種派出機關 

 (B) 在警察組織結構上，屬於協調管理層級 

 (C) 於勤務運作中，屬於勤務執行機構 

 (D) 於勤務運作中，屬於指揮者與督考者 

 (E) 分局轄內集會遊行勤務之執行，由警察局規劃、警察分局執行 

28. 有關員警進行家戶訪查時，其勤務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A) 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信用方法為之 

 (B) 應符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訪查係為維護治安之主要目的 

 (C) 必須要穿著制服或是出示警察服務證，以表明身分，並告知訪查事

由 

 (D) 家戶訪查僅能於日間為之 

 (E) 家戶訪查時，亦得強行要求住居人開門，俾便入內執行訪查 

 

 

 

 

29. 有關勤區查察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每日家戶訪查之時數得依勞逸狀況編排 2至 4小時 

 (B) 勤區查察勤務應由分駐(派出)所所長親自編排 

 (C) 每名警勤區員警每 2日應有 2小時以上之勤區查察勤務 

 (D) 每月之勤區查察時數為 24 小時以上(不含社區治安諮詢時數 2 至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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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基於治安等狀況需要，致當月勤區查察時數未達最低下限時，至遲

應於次 2月內補足 

30. 為使轄區家戶訪查工作能於一年內全面訪查一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記事 1」應每月訪查二次以上 

 (B) 「記事 2」應每二個月訪查一次  

 (C) 一般居民及有關住所、居所、營業場所及其他處所等，應每年全面

家戶訪查一次 

 (D) 警勤區每半個月至少應聯繫轄內村(里)鄰長一次 

 (E) 警勤區每月至少應聯繫轄內社區大樓保全管理人員一次   

31. 員警執行勤務發現治安顧慮人口時，可輸入的資料，下列何者正確？ 

 (A) 與治安顧慮人口同行人之身分證字號 (B) 臨檢時間 

 (C) 臨檢場所 (D) 治安顧慮人口使用之交

通工具 

 (E) 訪談後所得資料 

32. 有關警勤區記事簿記事卡資料之註記，下列何者係由警察局刑警(大)隊

或分局偵查隊收文後，轉交警勤區員警建立？ 

 (A) 各級司(軍)法機關各類裁定書 (B) 衛生機關之行政處分書 

 (C)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裁定書 (D) 電腦查詢所得刑案資料 

 (E) 海關機關之行政處分書 

33. 實施巡邏勤務執勤安全的流程中，下列何者正確？ 

 (A) 2人 2車機巡時，前方者先下機車，負責簽巡邏表，先上機車；後方

者負責警戒，後上機車 

 (B) 2人 2車機巡時，前方者先下機車，負責簽巡邏表，後上機車；後方

者負責警戒，先上機車 

 (C) 2人 2車機巡時，前方者後下機車，負責簽巡邏表，後上機車；後方

者負責警戒，先上機車 

 (D) 2人 1車汽巡時，駕駛者先下車，後上車，帶班者擔任警戒，後下車，

先上車 

 (E) 2 人 1車汽巡時，駕駛者後下車，先上車，帶班者擔任警戒，先下車，

後上車 

34. 實施巡邏攔檢勤務於盤查機車時，下列何者正確？ 

 (A) 實施攔檢前，應向勤務指揮中心通報，並將車型、車號、車行方向

一併回報 

 (B) 應引導受檢車輛停放於警車之後方適當反應距離處，並將車鑰匙一

併取下 

 (C) 應要求受檢人將車熄火，離開機車座位，盤查人員應分別站立於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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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人車輛之左、右兩側 

 (D) 遇有衝突或危險情況升高時，必要時拔出槍枝，關保險，槍口向下

警戒，依比例原則用槍 

 (E) 逮捕現行犯時，先搜身後上手銬，查獲違禁或查禁物品，應依刑法、

刑事訴訟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35. 有關「臨檢」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具有不預告查察的意義 

 (B) 不限於警察機關使用 

 (C)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5號解釋，警察勤務條例非單純的組織法，

實兼有行為法之性質 

 (D) 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名稱之不同，均為臨檢之手段 

 (E) 警察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 

36.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條規定，下列何者得指定臨檢場所？ 

 (A) 督察長 (B) 縣(市)警察局之主任秘書 (C) 

少年警察隊隊長 

 (D) 鄉(鎮、市)長 (E) 婦幼警察隊隊長 

 

 

37. 警察對已發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採行下列哪些措施？ 

 (A) 代保管其車輛牌照 

 (B) 可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身分 

 (C) 得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辨識之特徵 

 (D) 可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E) 得將行進中的交通工具加以攔阻 

38. 下列何者為實施「基層勤前教育」之內容？ 

 (A) 檢查服裝、儀容是否符合規定 

 (B) 國際時事分析 

 (C) 治安狀況之分析、研判 

 (D) 檢討服務態度之得失 

 (E) 對錶出發 

39. 警勤區員警於家戶訪查結束後，於訪查中所獲得之資料，下列何者應於

當日處理完畢？ 

 (A) 意見表涉及他單位 

 (B) 意見表應報告分局 

 (C) 日誌表及意見表，應於當日陳所長核閱 

 (D) 警勤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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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警勤區需待查證資料 

40. 依據最新修正之「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 化平臺作業要點」規定，下列何

者正確？ 

 (A) 該作業系統共分為 8類 

 (B) 一般刑案作業系統由刑事警察局負責 

 (C) 失蹤人口作業系統由刑事警察局負責 

 (D) 兒少脫逃作業系統由刑事警察局負責 

 (E) 其他案類作業系統由勤務指揮中心負責 



103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解答 1 

中央警察大學 103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共同科目(各學系) 

 

憲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B A B A B C D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D D D C C C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D CDE ABCDE ABC CD ABE BCD AB AE A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E AD CD AD AB CDE ABC AD DE ABCE 

 

 

英文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D E C B A C E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 D A C B B D C A E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C D B E D C C A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D C D B B E E A E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B A D E C C B D E A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3 年 5 月 28 日 24 時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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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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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警察學系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B A D C A B D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B D A C B C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 ACD BCE BE ACDE ACE BCD BCE CE A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DE DE ABCE BD ACE AB CE ABCDE ACDE BDE 

 

 

警察勤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D B A C C D C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C D D A B C B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 ABCDE AD BC ABCE CDE ABCD ABC AB 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E ABCE BE A ABCD ACE BCDE ACD ABCD ABE 

 

 

警察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D A C D B B D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A C C D A B A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 CD ACE DE ABCE BCE AC BDE CDE 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CD ABCD BCD DE CD AD ABE ABD ACD ABD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3 年 5 月 28 日 24 時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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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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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警察學系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B A D C A B D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B D A C B C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 ACD BCE BE ACDE ACE BCD BCE CE A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DE DE ABCE BD ACE AB CE ABCDE ACDE BDE 

 

 

犯罪偵查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A B D C A B D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C A D C C D D D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E BDE BE ABC D ACDE CDE ABCE ABC AB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 B C ACE A ABCD ABDE ABC BCD C 

 

 

刑事鑑識概論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A D A A B B C C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B D A C B C D B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D AC AB ABCE BCE ACE BD AC ABDE 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E BCE BC BCDE ACD ABD ABD AD ABC CD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3 年 5 月 28 日 24 時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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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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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學系 

 

消防法規與消防安全設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A B C A D A D A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C A D D D D B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DE BD BD BCDE AD CDE BD CD AB AB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E AC BCDE ABDE ABD BD BCDE AE BC ABCDE 

 

 

火災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D A A A C B A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B C D B D D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 ACD BD ADE BC ACDE ACE AD CD AB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D BE BDE AD AB CDE ACDE CD ABD CD 

 

 

消防實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A A B A D D A A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A C B D C B B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 ADE ABC CDE DE ACD CE ACDE AB AB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E ABCDE ABC AC BE AD BCD ACD CDE CD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3 年 5 月 28 日 24 時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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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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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學系 

 
道路交通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C A A D D B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B D C D B B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D AD ABE ACE BD BC ADE ABCDE AB A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C BCD BC ACE DE BCD BDE AB ABCDE ACD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A B A A C B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C A B B A C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E ABC ABE ABCDE AB ACD AC ABE BC A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D ABCE BD BD BCE ADE BE ACD BC ABDE 

 

 

交通工程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B D B C C C A C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B C C D C A D C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E BCDE BCD ABDE ACDE AD CDE BDE ADE A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CD CDE ABC ABCDE ABDE AD ACD ABC CD BD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3 年 5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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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B A D C A B D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B D A C B C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 ACD BCE BE ACDE ACE BCD BCE CE A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DE DE ABCE BD ACE AB CE ABCDE ACDE BDE 

 

航海學及輪機學概要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B A D C B B D C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A C C A B A B D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 ABCE AC ABCE BCDE BD BCD ABCD ABE B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 ABCD ABD BCE ACD BC ABC ABD BCE ABCDE 

 

海巡法規及國際海洋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A D B C A D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B B D C B D A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 ACE ABC ABCD AC DE DE A E A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DE ABE ABE BCDE ABC AE ACDE BCD ABCDE ABC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3 年 5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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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