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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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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頁。 

一、字彙：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1. It is assumed that the police are the special _____________ of the citizens’ 

liberties and the  

community’s tranquility. 

 (A) gardeners (B) amateurs (C) guardians (D) gangsters (E) colleagues 

2. The kidnapper demanded a(an) _____________ of 200,000 US dollars for 

freeing the hostage.  

 (A) surcharge  (B) compensation  

 (C) wage  (D) ransom  

 (E) income 

3. Police Officer Helen Huang is ___________ traffic at a busy intersection 

when she sees two men  

fighting on the sidewalk about half a block away. 

 (A) directing (B) waving (C) making (D) leading (E) taking 

4. While working an 8:00 a.m. to 4:00 p.m. ________ on May 24, 2015, Police 

Officers Tsai and Lin 

received a radio call at 1:50 p.m. to investigate a report of a man with a gun in 

front of 56 Suren Avenue. 

 (A) job    (B) shift   (C) task   (D) work   (E) turn 

5. Signing a(an) ______________ treaty with a country may deter a criminal’s 

possible overseas fleeing. 

 (A) settlement   (B) commerce   (C) penalty   (D) negotiation   (E) extradition 

6. The civilians __________ the former mayor of taking bri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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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onspired (B) acquired (C) devoted (D) accused (E) impounded 

7. Courts can not exclude eyewitness ____________ from a trial. Sometimes it 

is the only evidence to a  

crime. 

 (A) apparel (B) plea (C) program   (D) lineup   (E) testimony 

8. The lawyer is going to __________ to a higher court next week in order to 

help his client who has  

been suspected of being involved in a murder case. 

 (A) sentence   (B) appeal   (C) assist (D) outgo (E) notify 

9. Human ______________ is a form of modern slavery where people profit 

from the control and  

exploitation of others. 

 (A) trafficking   (B) traffic   (C) transportation  (D) transport   (E) immigration 

10. With CCTV security systems, police are now keeping the area under 

constant _______________. 

 (A) care (B) suppression 

 (C) surveillance (D) change 

 (E) resolution 

二、會話：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11. Police: Excuse me, si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iver: Oh, I’m sorry. I didn’t see any traffic signs. 

 (A) Why didn’t you wear a safety helmet? 

 (B) Here you are. You couldn’t care less. 

 (C) Didn’t you know it’s a one-way street? You shouldn’t drive in. 

 (D) How come you did this! 

 (E) What is the make of your car? 

12. Bicyclist: Excuse me, officer. My bike isn’t working well. Could you help 

me with it? 

Police: No problem. I’ll check and see if I can ____________________ it. 

 (A) get along with (B) take care of 

 (C) be interested in (D) keep in touch with 

 (E) get rid of 

13. Officer Liu: How have you been? 

Officer Su: 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I am a serge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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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We have been together for one year. 

 (C) Not much.  

 (D) So … what brings you here? 

 (E) Haven’t we met before? 

14. Officer Lee: Hey, Jane. I don’t have a pen with me. Can I use yours? 

Officer Wa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Anything is O.K. with me.  

 (B) Sure. Go ahead. 

 (C) I am glad to hear that.  

 (D) Count me in. 

 (E) I am with you all the way. 

15. Foreigner: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your office to apply for my police 

criminal record  

certificate? Can I take the bus? 

Duty officer: If you are not considering taking the MRT, you can take bus 

236. 

Foreigner: How often does the bus leave for your office? 

Duty Offic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Early in the morning (B) Twenty minutes later 

 (C) It runs always (D) In ten minutes 

 (E) Every half an hour 

16. A: I am going to take the test for the police academy this Sunday, and I am 

feeling so nervous. 

B: Take it easy! I will ____________________. 

A: Thanks. I hope that I can pass the exam successfully. 

 (A) search high and low for it (B) count you in 

 (C) make it up (D) keep my fingers 

crossed for you 

 (E) be on the safe side 

17. Officer Chen: I understand most terminologies in police English, but I’m too 

dumb to know how to  

use them. 

Officer Tsa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I can relate. (B) That’s great. 

 (C) I am very proud of you. (D) I hate when that 

happens. 

 (E) Tell me ab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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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uty Officer: Hello, Officer Shen speaking. May I help you? 

Foreigner: I’ve lost my wallet and traveler’s checks. I’d like to report a 

pickpocketing. 

Duty Offic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our name, please. 

 (A) Don’t be afraid of. You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B) Don’t worry! That’s a piece of cake. 

 (C) Don’t panic! We will do our best to help you.  

 (D) That’s not a big deal. 

 (E) Someone must have picked your pocket. 

19. Foreigner: Hello. This is Stella Jobs. May I speak to Officer Chiang? 

Duty Officer: Excuse me, ma’am. Officer Chiang is currently 

______________.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him a message? 

 (A) taking French leave (B) skipping the duty 

 (C) leaving us alone (D) leaving behind 

 (E) on business leave 

20. Foreigner: Officer Chiu, I really appreciate what you have done for me. 

Officer Chiu: You’re welco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I am just doing my business.  

 (B) I am just doing my job. 

 (C) I am just doing my things.  

 (D) I am just doing my mission. 

 (E) I am just doing my responsibility. 

三、文法：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21. Our commander is so picky about fruits that he only eats three kinds of them. 
One is watermelon, another is pineapple, and           guava. 

 (A) some is (B) the other is 

 (C) the others are (D) the another is 

 (E) others are 

22. When a criminal is arrested, he or she has the option to remain          . 

 (A) silence (B) silent 

 (C) silently (D) silenced 

 (E) silencing 

23. We spent our winter vac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it rained 

constantly, we still had a great 

time. 

 (A) Although (B) In spi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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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espite (D) Due to 

 (E) Because 

24. It is prohibited by law to mail through parcel post any merchandise that 

might prove          in transport. 

 (A) to the danger (B) with danger 

 (C) dangerously (D) dangerous 

 (E) of the danger 

25.           the end of martial law in 1987, people were allowed to form 

new political parties and have the right of assembly, free speech and 

publication. 

 (A) For (B) With 

 (C) At (D) In 

 (E) From 

26. The police found a bunch of kids ________ drugs in an empty house, so they 

stopped and arrested them right away. 

 (A) taking (B) take 

 (C) to take (D) are taking 

 (E) of taking 

27. After five hours of police questioning, the young man finally admitted 

__________ someone else’s credit card. 

 (A) having been used (B) to have used 

 (C) having used    (D) to use 

 (E) have used 

28. According to the police, the car accident _________________ faulty brakes. 

 (A) brought about (B) resulted in 

 (C) was because   (D) led to 

 (E) was attributed to 

29. Charles has _______________ difficulty of all the students figuring out the 

forensic chemistry problem. 

 (A) few (B) fewer 

 (C) more (D) the least 

 (E) less 

30. While ____________, Police Officer Chang was approached by a woman 

who was screaming that she had been assaulting by her husband. 

 (A) with patrol (B) at patrol (C) in patrol (D) under patrol (E) on pa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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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A) 

     Identity theft, the stealing of one’s personal status and information, is    

31    to be the fastest-growing crime in the world. For the past decade, more 

than 6.8 million people in Taiwan were victims of identity theft, and this number 

is still    32   . People’s identity can be stolen in a variety of ways. Thieves 

steal wallets or search through garbage cans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y 

change the billing address to get control of accounts.    33   , more high-tech 

thieves send fishing emails or use devices to collect data from credit cards. Most 

of the time, people may not find out about the crime until long after it    34   . 

While authorities can take some steps to protect the public    35    identity 

theft, ultimately, it is one who need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protecting oneself.  

31. (A) asked (B) made (C) claimed (D) regarded (E) thinking 

32. (A) declining  (B) on the decrease 

 (C) vibrating  (D) threatening 

 (E) on the increase 

33. (A) In other words  (B) In addition  

 (C) Generally  (D) Merely 

 (E) However 

34. (A) has done  (B) has committed   

 (C) has been done  (D) has been committed 

 (E) has been made 

35. (A) from (B) of (C) to (D) with (E) at 

(B)  

     Many societies still believe that certain jobs should be gender-specific, 

and this idea is strengthened in schools. Both men and women    36    the 

gender bias in the workplace as well. Women training for jobs that are 

traditionally    37    men, such as a plumber, ship-captain or firefighter, 

might be harassed by male coworkers. The    38    of genders is also see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ommon words such as policeman, fireman and nanny 

suggest that jobs must be done by a certain sex.    39   , more women are 

being elected in government, and more men are choosing to be stay-at-home 

dads. We should all fight to    40    these barriers so that our children can 

grow up to be whatever they want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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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 stay away from (B) put up with   

 (C) other than  (D) have in common 

 (E) compare with 

37. (A) held by (B) regarded as (C) owing to (D) belongs to (E) just like 

38. (A) likeness (B) unlikelihood (C) unfair (D) unequal (E) gap 

39. (A) Shortly  (B) In the past  

 (C) These Days  (D) Instantly 

 (E) Momentarily 

40. (A) work together  (B) break down  

 (C) catch up with  (D) bully 

 (E) demand 

五、閱讀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A) 

     Proper firearms training is one phase of law enforcement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No part of the training of a police officer is more important or more 

valuable. The officer’s life, and often the lives of his or her fellow officers, 

depend directly upon skill with the weapon he or she is carrying. Proficiency 

with the revolver is not attained exclusively by the volume of ammunition used 

and the number of hours spent on the firing line. Supervised practice and the use 

of training aids and techniques help make the shooter.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a 

good firing range where new officers are trained and older personnel practice in 

scheduled firearms sessions. The fundamental points to be stressed are grip, 

stance, breathing, sight alignment, and trigger squeeze. Coordination of thought, 

vision, and motion must be achieved before the officer gains confidence in 

shooting ability. Attaining this ability will make the student a better officer and 

enhance his or her value to the force. 

41.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proper training in the use of firearms is one aspect 

of law enforcement that must be given serious consideration mainly because 

it is                 . 

 (A) the most useful and essential factor in the training of a police officer 

 (B) the one phase of police officer training which stresses mental and 

physical coordination 

 (C) the costliest aspect of police officer training 

 (D)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police officer training 

 (E) the optional part of police office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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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 police officer will gain confidence in his or her shooting ability only after 

having             . 

 (A) spent the required number of hours on the firing line 

 (B) been given sufficient supervised practice 

 (C) learned the five fundamental points 

 (D) learned to coordinate revolver movement with sight and thought 

 (E) finished his/her studies in a police academy 

43.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included as the 

fundamental points of firearms training? 

 (A) position  

 (B) a good holding  

 (C) the focusing of hearing  

 (D) an adjustment for seeing focus  

 (E) a stable and smooth respiration 

44. What does the phrase “firing range” in line 6 mean? 

 (A) the length of firing (B) the scope of firing 

 (C) the space of firing (D) the arrangement of 

firing 

 (E) the place of practicing firing 

45. What is probably the best title of the passage? 

 (A) The expenditure of firearms training for a police officer 

 (B) The importance of firearms training for a police officer 

 (C) How to gain the shooting ability for a police officer 

 (D) How to be a good police officer 

 (E) The fundamental points of firearms training 

(B) 

     The public often believes that the main job of a uniformed officer is to 

enforce laws simply by arresting people. In reality, however, many of the 

situations that an officer deals with do not call for the use of the power of arrest. 

In the first place, an officer spends much of his or her time preventing crimes 

from happening, by spotting potential violations or suspicious behavior and 

taking action to prevent illegal acts. In the second place, many of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officers are called on for assistance involve elements like personal 

disputes, husband-wife quarrels, noisy juveniles, or emotionally disturbed 

persons. The majority of these problems do not result in arrests and conv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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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ften they do not even involve illegal behavior. In the third place, even in 

situations where there seems to be good reason to make an arrest, an officer may 

have to exercise very good judgment. There are times when making an arrest too 

soon could touch off a riot, or could result in the detention of a minor offender 

while major offenders escaped, or could cut short the gathering of necessary 

on-the-scene evidence. 

46. The passage implies that most citizens                   . 

 (A) will start to riot if they see an arrest being made 

 (B) appreciate the work that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do 

 (C) never call for assistance unless they are involved in a personal argument 

or a husband-wife 

quarrel 

 (D) do not realize that making arrests is only a small part of law 

enforcement 

 (E) believe they can get the police assistance promptly 

47.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one way in which police officers can prevent 

crimes from happening is by                . 

 (A) arresting suspicious guys 

 (B) taking action on potential violations 

 (C) letting minor offenders go free 

 (D) refusing to get involved in husband-wife fights 

 (E) calling for back-ups 

48. The word “juveniles” in line 6 is mostly like                . 

 (A) drivers (B) neighbors 

 (C) bystanders (D) pedestrians 

 (E) youth 

49. The last sentence in the passage mentions “detention of minor offenders.” Of 

the following, which best explain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detention” as 

used here? 

 (A) sentencing someone 

 (B) indicting someone 

 (C) calling someone before a court hearing 

 (D) questioning someone 

 (E) arresting someone 

50.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includ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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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e happenings when  

making an arrest too promptly? 

 (A) a mobbish gathering 

 (B) a runaway of prime violators 

 (C) a costly and time-consuming investigation 

 (D) an imprisonment of secondary violators 

 (E) an interruption of collecting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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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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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牧民》云：「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

在逆民心。」請參酌前引古文思想，以「人民的小事是

警察的大事」為題，寫作論文一篇。 

貳、公文題(50分) 

一、利用行動載具溝通行銷，已經成為社群媒體最新發展趨

勢，警察機關必須跳脫傳統思維，妥善運用社群媒體，

積極與社會大眾進行溝通，爭取民眾對警察的瞭解與支

持。試擬內政部警政署函所屬機關，結合運用資通訊、

數位媒體及官方網站，以強化警察執法，為民服務，犯

罪預防宣導及政策行銷等工作，以加強與民眾的溝通與

瞭解。 

二、何謂「書函」？其使用時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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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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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中華民國憲法前言指出，中華民國憲法之制定，係受下列何者之付託？ 

 (A)全體國民  (B)全體國大代表 

 (C)全體立法委員  (D)全體大法官  

2. 中華民國領土變更案，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由下列何者提出？ 

 (A)總統 (B)大法官 (C)立法院 (D) 全

體國民 

3. 中華民國憲法明定人民身體自由應予保障。下列何者為憲法保留之依

據？ 

 (A)憲法第 7條 (B)憲法第 8條 (C)憲法第 9條 (D) 憲

法第 10條 

4.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下列何者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A)檢察機關 (B)行政機關 (C)警察機關 (D) 法

院 

5. 下列何者屬於憲法保障之非列舉權？ 

 (A)生存權 (B)受國民教育權 (C)隱私權 (D) 參

政權 

6.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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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為下列何種作為？ 

 (A)處罰 (B)提審 (C)賠償 (D) 移

送 

7. 下列何者不屬於憲法第 16條明定之人民權利？ 

 (A)訴訟 (B)訴願 (C)複審 (D) 請

願 

8. 下列何者為人民應受保障且兼有權利與義務之性質？ 

 (A)應考試服公職 (B)納稅 (C)服兵役 (D) 受

國民教育 

9. 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24 條之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

者，除依法負擔責任外，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

求為下列何種作為？ 

 (A)賠償 (B)補償 (C)懲戒 (D) 懲

處 

10.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7 號解釋首揭，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確定其真

實父子身分關係，攸關子女之下列何種權利，應受憲法保障？ 

 (A)工作權 (B)平等權 (C)資訊自決權 (D) 人

格權 

11.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5 號解釋意旨，下列何者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

要的基本人權？ 

 (A)言論自由 (B)集會自由 (C)講學自由 (D) 著

作自由 

12. 凡屬限制人民權利之事項，立法者非不得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令以為法

律之補充，惟其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屬合憲。此等

要求稱之為： 

 (A)法律明確性原則 (B)法安定性原則 

 (C)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 (D)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 

13. 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111 條之規定，中央與地方權限遇有爭議時，由何者

解決？ 

 (A)司法院 (B)立法院 (C)行政院 (D) 總

統 

14.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何者得設國家安全會議？ 

 (A)國防部 (B)行政院 (C)參謀本部 (D) 總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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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中華民國憲法規定，附著於土地之礦屬下列何者所有？ 

(A)國家所有 (B)土地所有權人所有 

(C)地方政府所有 (D)土地所有權人與地方政

府所共有 

16. 總統於犯下列何種犯罪時，不得享有刑事豁免權？ 

 (A)殺人罪 (B)貪污罪 (C)外患罪 (D) 賄

選罪 

17.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相關現行法令規定，下列各項應設置之人

數，何者錯誤？ 

(A)立法委員 112人 (B)考試委員 19人 

(C)監察委員 29人 (D)大法官 15人 

18. 下列何者不屬於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 

(A)統一解釋法令 (B)公務人員違法失職之懲

戒 

(C)解釋憲法 (D)組成憲法法庭審理政黨

違憲案件 

19. 監察院認為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有違法或失職情事時，得為下列何種提

案？ 

 (A)糾正案  (B)起訴案  

 (C)懲戒或懲處案  (D)糾舉或彈劾案  

20.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立法委員提出領土變更案時，須經全

體立法委員之提議、出席及決議之比例為何？ 

(A)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出席，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

決議 

 (B)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出席，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

決議 

 (C)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出席，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

決議  

(D)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

決議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下列何者為中華民國憲法列舉之基本人權？ 

 (A)平等權 (B)自由權 

 (C)財產權 (D)隱私權 

 (E)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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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列何者為中華民國憲法前言指出之憲法制定目的？ 

 (A)鞏固國權 (B)奠定社會安寧 

 (C)防止一切危害 (D)增進人民福利 

 (E)保障民權 

23. 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8 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

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何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 

 (A)行政機關 (B)立法機關 

 (C)警察機關 (D)司法機關 

 (E)法務機關   

24. 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15條規定，人民之下列何種相關權利，應予保障？ 

 (A)生存權 (B)工作權 

 (C)財產權 (D)人格權 

 (E)訴訟權 

25. 為公益與私利之衡平，依我國憲法第 23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

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

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寓含有下列何種原則？ 

 (A)公益原則 (B)誠信原則 

 (C)比例原則 (D)信賴保護原則 

 (E)法律保留原則   

26.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下列何者具有國民義務之性質？ 

 (A)服兵役 (B)選舉 

 (C)受國民教育 (D)納稅 

 (E)考試   

27.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36 號解釋「檢肅流氓條例」（已廢止）關於「流

氓」構成要件之用語，下列何者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不符？ 

 (A)欺壓善良 (B)白吃白喝 

 (C)霸佔地盤 (D)品行惡劣 

 (E)遊蕩無賴   

28.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立法委員之敘述，何者正確？ 

 (A)任期 4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B)自由地區之每一直轄市或縣市之應選名額至少 1人 

 (C)自由地區直轄市與縣市之應選名額共 73人  

 (D)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之應選名額各 3人 

 (E)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之應選名額共 33人    

29.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5 號解釋意旨，憲法保障之表現自由，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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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 

 (A)言論自由     (B)集會自由 

 (C)講學自由 (D)著作自由 

 (E)出版自由 

30.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行政院長之敘述，何者正確？ 

(A)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不需經由立法院同意 

(B)行政院長經總統之同意，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 

(C)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

案  

(D)對行政院長之不信任案提出 72小時後，應於 48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

決之 

(E)不信任案投票表決，如經全體出席之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贊成，行

政院長應即辭職  

31. 下列何者屬於憲法本文上構成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基本原則？ 

 (A)民主國原則     (B)法治國原則 

 (C)共和國原則 (D)聯邦國原則 

 (E)君主國原則 

32.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省、縣地方制度之敘述，何

者錯誤？ 

 (A)省設省政府，置省長 1人及委員 9人 

(B)省設省諮議會，省諮議會議員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C)省承總統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  

(D)省、縣地方制度，以法律定之 

 (E)縣之立法權，由縣議會行之   

33. 依現行規定，下列何者為地方自治團體？ 

 (A)臺灣省    (B)南投縣 

 (C)新北市林口區 (D)臺北市 

 (E)行政院   

34. 下列有關司法院院長之敘述，何者正確？ 

 (A)由總統提名    (B)經立法院同意 

 (C)為大法官會議主席 (D)具有大法官身分 

 (E)任期 8年   

35.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列有關憲法修改程序之敘述，何者

正確？ 

 (A)先由立法委員提出憲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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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修正案須公告半年 

 (C)再經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  

(D)有效同意票數超過實際出席參與投票之選舉人半數即通過 

 (E)應經大法官審議並由總統明令公布   

36.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下列有關公務人員之何者為考試院掌理事

項？ 

 (A)請假     (B)銓敘 

 (C)退休 (D)撫卹 

 (E)保障   

37. 下列何者受任期之保障？ 

 (A)考試委員     (B)監察委員 

 (C)司法院大法官 (D)司法院副院長 

 (E)總統    

38. 下列何者屬於監察院之職權範圍？ 

 (A)彈劾權    (B)糾舉權 

 (C)懲戒權 (D)審計權 

 (E)訴訟權 

39. 依司法院大法官有關平等權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憲法之平等原則係指相對平等而非絕對平等 

 (B)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得為差別對待 

 (C)基於事物之本質得為差別對待  

(D)罰娼不罰嫖係與平等原則不符合  

 (E)憲法之平等原則只保障人民在法律形式上的平等 

40. 中華民國憲法第 22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

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依大法官會議解釋，下列何者可列入憲

法第 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A)隱私權     (B)人格權 

 (C)資訊自決 (D)工作權 

 (E)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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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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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將我國之公路設計車種（Design Vehicles）分為幾種車

型？ 

 (A)6    (B)10 (C)12 (D)20 

2. 承第 1題，其中 WB12與 WB15之車種，其 WB12與 WB15所代表意義

為何？ 

 (A)車長              (B)車寬  

 (C)轉彎半徑            (D)第一輪軸至最後輪軸之

距離  

3. 於公路平曲線路段，車輛輪胎與路面間之側向摩擦係數與行車速率之關

係，下列何者正確？ 

 (A)正相關    (B)負相關 (C)不會改變 (D) 不

一定 

4. 某車輛時速為 72公里/小時，若以等減速度 2公尺/平方秒減速到停止時，

其所走的距離有多長？ 

 (A)85公尺   (B)100公尺 (C)120 公 尺

 (D)150公尺 

5. 假設車流參數中，速度與密度呈線性關係，其方程式為 S＝80（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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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其中 S 代表速度，D 代表密度，請問在自由車流情況下，其速度

為多少？ 

 (A)95公里／小時 (B)90公里／小時 (C)80公里／小時 (D)75

公里／小時 

6. 決定是否需要設置中央護欄，考慮的基本因素為何？ 

 (A)路幅寬度與車道數       (B)中央分隔帶之寬度與平

均每日交通量 

 (C)車道數與平均每日交通量  (D)路幅寬度與平均每日交

通量 

7. 某道路之車流密度 40 車/公里，空間平均速度 5 公尺/秒，則該處之交通

流量為多少車/小時？  

 (A)200車/小時   (B)400車/小時 (C)500 車 / 小 時

 (D)720車/小時 

8. 下列何者不屬於輔助車道？ 

 (A)路肩            (B)加速車道 (C)右轉專用車道   (D) 中

央左轉專用車道 

9. 於縱坡度變化路段，設計凸型豎曲線之最短長度，其決定因子為何？ 

 (A)最短安全停車視距       (B)車燈所能照射到達路面

之距離 

 (C)最小轉彎半徑  (D)最大超高率  

10. 為考慮公路橫面排水，自中央高處往兩側路緣傾斜所形成之坡度設計稱

為： 

 (A)超高   (B)邊坡  (C)合成坡度 (D) 路

拱  

11. 機車停等區線可視需要設置於行車速限每小時多少公里以下之道路？ 

 (A)40公里/小時 (B)50公里/小時    (C)60公里/小時 (D)70

公里/小時   

12. 機車專用車道及自行車專用車道之鋪面得依規定上色，下列何者正確？ 

 (A)二者均為藍色    

 (B)二者均為磚紅色 

 (C)機車為磚紅色，自行車為藍色         

 (D)機車為藍色，自行車為磚紅色    

13. 停車場依車輛停車操作之不同，可分為車頭先入之前進停車與車尾先入

之後退停車兩種，下列何者不屬於前進停車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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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所需通道面積較大 (B)每一車位面積較小 (C)駛入車位較容易 (D) 駛

離車位時較具危險性 

14. 一般而言，在同一設計速率下，停車視距、應變視距與超車視距，何種

視距最大？ 

 (A)停車視距   (B)應變視距 (C)超車視距 (D) 三

者一樣大  

15. 交叉路口號誌時制設計時，計算每端行人穿越道路所需之最短綠燈時

間，不得少於幾秒鐘？ 

 (A)10秒     (B)15秒 (C)20秒 (D)30

秒  

16. 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在訂定公路最小曲線半徑時，係以最大超高率（emax）

及下列何者加以訂定？ 

 (A)設計速率 (B)視距 (C)車輛長度 (D) 路

面摩擦阻力  

17. 下列何者不屬於移動式車輛偵測技術之特性？ 

 (A)資料單位成本低     (B)適用小規模資料蒐集 

 (C)不干擾交通  (D)自動蒐集資料  

18. 若已知行人起步延緩時間為 5秒，行人穿越道長度為 24公尺，行人步行

速率為 1.2 公尺/秒，清道時間為 4 秒，該時相行人穿越之最短綠燈時間

為何？ 

 (A)18秒     (B)21秒 (C)25秒 (D)29

秒    

19. 下列何者不屬於設計觸動式號誌時所需設定之參數？ 

 (A)飽和流量    (B)最長綠燈時間 (C)最短綠燈時間 (D) 單

位延長時間 

20. 在雙向二車道交叉路口，由於車流形成併流、分流、交叉等衝突，其衝

突點共有 32點，若將兩條街道之其中一條改為單行道，其衝突點有多少

點？ 

 (A)15點     (B)18點 (C)21點 (D) 2

點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有關公路行車安全距離辨識標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本標線為指示標線     (B)本標線為黃色橫向虛線 

 (C)每 10公尺 1條，3條為 1組  (D)可配合設置綠色行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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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性質告示牌 

 (E)高、快速公路隧道路段得使用白色楔形線之楔形安全距離辨識標線

    

22. 有關車流狀況與服務水準（LOS）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A級服務水準，車輛行駛速率達到自由車流速率  

 (B)D級服務水準，流率接近或達到容量 

 (C)E級服務水準常被選定為用路人可接受的最低服務水準  

 (D)E級服務水準代表車流進入不穩定狀態，是進入壅塞狀況之過渡型態 

 (E)進行公路容量分析時，因流率變化過大，故不定義 F級服務水準之服

務流率 

23. 有關調撥式單行道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D因素在 0.65以上即可考慮實施     

 (B)次要流量須有其他鄰近街道可以調節或容納其運行需求 

 (C)道路因重大工程（施工期長），尖峰時間無法維持雙向通行，在施工

期間可考慮採用  

 (D)較全日單向行駛街道之管制型態安全 

 (E)在管制時間，主車流是向某方向行駛，逾時則反向單行或恢復雙向

  

24. 有關交通量調查資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平均每日交通量（ADT）不適合作為公路幾何（線型）設計之依據 

 (B)將某一地點一星期中每小時的交通量依高低次序排列，其第 30 高小

時的交通量稱為 30HV 

 (C)公路設計之交通量，一般採用 30HV作為設計小時交通量（DHV） 

 (D)T因子（T-factor）係指同一路段，雙向流量中較高流向之流量佔雙向

總流量之百分比 

 (E)尖峰小時因子（PHF）應小於 1，其值愈大，表示尖峰趨勢越明顯 

25. 有關注意號誌標誌「警 23」之裝設需求，其考慮之因素，下列何者正確？  

 (A)號誌設置因地形限制，致視界不良者 

 (B)郊區道路設有號誌，其間距超過 10公里以上者 

 (C)號誌受到路樹或其他廣告物遮蔽者 

 (D)高速公路隧道前或交流道進出口設有號誌管制者 

 (E)因臨時交通管制或其他特殊狀況設置活動號誌者  

26. 有關車輛行進中所受阻力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滾動阻力的大小與車輛的重量無關   (B)空氣阻力與車輛的體積大

小成正比 

 (C)空氣阻力與車速的平方成反比        (D)坡度阻力與斜角的正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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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比 

 (E)煞車過程中，摩擦係數在各種速率下並不相同，且與速率成反比  

27. 有關視覺能力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交通管制設施應設置於 10
o視錐角內 (B)車速越快，視界角度也變

大 

 (C)眩光消除一般較眩光作用時間為長 (D)視覺深度的能力與超車的

安全性有關 

 (E)車輛進出隧道，眼睛的適應能力，由光亮處進入黑暗處較由黑暗處進

入光亮處為佳    

28. 有關智慧型運輸系統之服務領域與使用者服務項目之敘述，下列何者正

確？ 

 (A)交通控制屬於「ATMS」之服務領域 (B)大眾運輸營運管理屬於

「ATIS」之服務領域 

 (C)路徑導引屬於「APTS」之服務領域 (D) 商 用 車 隊 管 理 屬 於

「CVOS」之服務領域 

 (E)緊急救援車輛管理屬於「EMS」之服務領域   

29. 利用游動（試驗）車輛法估計交通流量及行駛時間的研究，下列何者正

確? 

 (A)不同行向車輛相差太多，誤差將偏大 (B)試驗車的速度需控制適當

且合理 

 (C)應多次觀測，再求其平均值 (D)適合機車及行人量較多之

路段 

 (E)需將道路依實質條件與交通狀況分成若干區段，再分段求取    

30. 有關速率調查資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中位數速率不一定等於速率平均數 (B)空間平均速率為個別現點

速率的算術平均數 

 (C)空間平均速率恆大於時間平均速率 (D)巨觀車流參數中之速率係

指空間平均速率 

 (E)速率累加次數曲線坡度越陡，代表某一速差間距能包含較多車輛百分

比，行車狀況較佳 

31. 有關路邊停車之規劃管理，下列何者正確？ 

 (A)單行道路寬度不足 6公尺，禁止停車  (B)單行道路寬度 9 公尺以

上，容許雙側停車 

 (C)雙向道路寬度不足 10公尺，禁止停車 (D)雙向道路寬度 14 公尺以

上，容許雙側停車 

 (E)機車停車帶不論以區塊或格位方式劃設，車位縱向長度最小均為 2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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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32. 下列何者為獨立號誌時制設計方法之理念？ 

 (A)使車輛平均延誤最小    (B)停等車輛長度最短 

 (C)平均停等次數最少 (D)通過速率最快 

 (E)每一車輛第一次綠燈時間通過交叉路口之機率最大   

33. 漸變線（tapers）之長度，與下列何者有關？ 

 (A)交通量   (B)車種組成 

 (C)車速 (D)縮減之路寬 

 (E)漸變線的種類   

34. 有關路外停車場之設置，下列何者正確？ 

 (A)路外停車場係指可容納 30輛小客車當量以上之停車設施 

 (B)路外停車場設置後，其鄰近道路仍應維持在 D級以上服務水準 

 (C)衡量路外停車場之停車需求，可以尖峰時間總停車需求之 85%作為標

準 

 (D)路外停車場應直接臨接 6公尺以上之道路 

 (E)路外停車場車道之寬度，單車道為 3.5 公尺以上，雙車道為 5.5 公尺

以上 

35. 下列何者屬於特種交通號誌？ 

 (A)交通觸動號誌    (B)車道管制號誌 

 (C)行人觸動號誌 (D)行人穿越道號誌 

 (E)匝道儀控號誌   

36. 有關幹道連鎖號誌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可控制車流依時制設計之速率通行 

 (B)時空圖中通行帶寬斜線之斜率代表其速率 

 (C)雙向街道相對方向之通行帶寬可同時加寬 

 (D)遞亮系統適用於路口間距不同而交通量相近之路段 

 (E)同亮系統適用於路口間距較短或長度大致相等之路段   

37. 影響眩光的因素，與下列何者有關？ 

 (A)光源的大小    (B)光源的位移角度 

 (C)週圍環境的亮度 (D)暴露在眩光作用之時間長

短 

 (E)個人適應照度變化的水準 

38. 標線之種類依功能及劃設方式的不同，若表列如下，下列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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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路面邊線」可放置於甲格位   (B)「減速標線」可放置於戊

格位 

 (C)「調撥車道線」可放置於甲格位 (D)「行車分向線」可放置於

丁格位 

 (E)「反光導標」及「危險標記」可放置於丙格位    

39. 承第 38題，下列何者正確？ 

 (A)「行人穿越道線」可放置於壬格位 (B)「行人穿越道線」有 3 種

不同形式 

 (C)「槽化線」可放置於己格位 (D)「讓路線」可放置於丙格

位 

 (E)「停止線」可放置於戊格位   

40. 承第 38題，下列何者正確 

 (A)「禁止超車線」可放置於丁格位   (B)「禁止超車線」有雙向與

單向禁止超車線 2種 

 (C)「近障礙物線」可放置於甲格位 (D)「機車停等區線」可放置

於己格位 

 (E)「機車停等區線」與「機慢車左（右）轉待轉區線」隸屬於同一格位 

方式 

功能 
縱向標線 橫向標線 輔助標線 標字 

警告標線 甲 乙 丙 慢 

禁制標線 丁 戊 己 停 

指示標線 庚 辛 壬 左彎待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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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交通學系 

科目：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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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80 題空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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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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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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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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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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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4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甲計程車與乙機車發生事故肇致乙車駕駛受傷，下列何者是甲車可以移

置路邊之必要條件？ 

 (A)妨礙交通    (B)標繪定位 (C)尚能行駛 (D) 雙

方同意 

2. 承上題，甲車於移置路邊前已事先標繪定位，警察於繪製現場圖時，如

何處理方為正確？ 

 (A)註記甲車已移動現場      (B)查明甲車移動前之位置 

 (C)標示甲車移動前之位置  (D)查明並測繪甲車移動前

之位置 

3. 承第 1 題，若甲車未符合該必要條件而逕自將車輛開到路邊停放，則警

察對甲製單舉發之法令依據為何？ 

 (A)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B)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C)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D)無法令依據 

4. 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於移動小客車之前，下列何者是最簡單、歸位誤

差最小之標繪定位法？ 

 (A)標繪左前車角、左前車輪    (B)標繪左前車角、右前車角

  

 (C)標繪左前車角、左後車角    (D)標繪左前車角、右後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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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彎道路段發生交通事故，下列何者是現場測繪之基準？ 

 (A)路面邊線    (B)里程牌桿 (C)路旁電箱 (D) 老

行道樹 

6. 在國道 1 號北向南行駛之車道上，發生疑似逆向行駛撞上內側護欄之事

故，為分辨該護欄柱子是否為逆向所撞上，下列何者是最為關鍵之攝影

方法？ 

 (A)由北向南拍攝該護欄柱子      (B)由南向北拍攝該護欄柱

子 

 (C)由西向東拍攝該護欄柱子  (D)由東向西拍攝該護欄柱

子 

7. 新北市交通警察吳○○，於 103 年 6 月在隧道內處理事故，當離開警車

擺設交通錐以警示來車時，突然被疾駛而來之聯結車撞上，因而致死。

為確保在隧道內處理事故員警之安全，對於隧道事故現場，最適當之交

通管制起點為何？  

 (A)隧道入口之上游     (B)事故車輛終止位置之路

寬變更線距離的上游 

 (C)事故地點安全停車視距之上游  (D)事故地點緩和區間線距

離之上游 

8. 承上題後段，關於該交通管制起點之確定與所需交通管制設施之準備，

最適合改善之權責人員為何？ 

 (A)權責單位之分局長  (B)權責單位之分隊長 

 (C)帶隊處理之警察  (D)第一線處理之警察 

9. 汽車被撞擊之後，是否產生水平面之旋轉，與下列何種因素無關？  

 (A)質心位置    (B)撞擊力方向 (C)撞擊力大小 (D) 撞
擊部位高低   

10. 甲、乙兩車發生對撞之交通事故，有關「現場範圍」之描述，下列何者
最為正確？ 

 (A)位於兩車終止位置之間      (B)位於最外圍散落物終止
位置之間 

 (C)位於兩車緊急反應位置之間  (D)位於兩車距離撞擊地點
上游各 4 秒位置之間 

11. 某汽車駕駛人最短之緊急反應時間為 0.5 秒，當其以時速 80 公里行駛，
從其發現緊急狀況開始到該車產生煞車作用為止，該時間內該車共行駛
了幾公尺？ 

 (A)7 公尺  (B)9 公尺 (C)11 公尺 (D)13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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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未注意車前狀況，其「未注意」的衡量基準，下列
何者最為接近？ 

 (A)緊急反應時間 0.5 秒     (B)緊急反應時間 1 秒 

 (C)一般反應時間 3~4 秒                 (D)一般反應時間 7~8 秒   

13. 機車於倒地後之刮地痕若呈現「圓弧線型」，則機車倒地後之滑行態樣為
何？ 

 (A)自己滑行      (B)被轉彎車帶著滑行  

 (C)被直行車帶著滑行  (D)滑行過程中再被撞擊 

14. 警車臨近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時，下列何者是警車停車之最佳位置？  

 (A)停於事故車輛本車道之下游  (B)停於事故車輛本車道之
上游  

 (C)停於事故車輛他車道之下游  (D)停於事故車輛他車道之
上游 

15. 在交通事故中，若作用力為 F，汽車之質量為 m，速度為 v，汽車被撞擊
後，因作用力產生之加速度為 a，則有關「牛頓第二運動定律」之描述，
下列何者正確？    

 (A)F=m×a   (B)F=0.5×m×v2 (C)慣性作用 (D) 靜
者恆靜，動者恒動 

16. 在機車擦撞 A2 事故中，為釐清機車第一次碰撞部位，應針對何種跡證攝
影取證？ 

 (A)刮地痕位置 (B)騎士受傷部位 (C)散落物位置 (D) 機
車終止位置 

17. 甲大貨車與乙小貨車於雙向二車道（無中央分向島）之路段發生對撞，
下列何種「事證」，最能證明該肇事之關鍵原因？ 

 (A)兩車碰撞部位 (B)兩車碰撞地點 (C)兩車行車速度 (D) 兩
車開頭燈狀況 

18. 承上題，下列何類「跡證」，最能證明本案之關鍵肇事原因？ 

 (A)雙黃線旁之刮地痕     (B)雙黃線旁之兩車終止位置 

 (C)黃實線旁之煞車痕長度  (D)兩車車損程度   

19. 在受傷或死亡事故中，肇事車輛的車損痕跡有多處，而蒐證人員在現場
一時無法完全辨明其意義，並擔心疏漏蒐集車損痕跡時，為完整蒐證，
下列何種措施最為適當？  

 (A)照相採證 (B)拆解保管 (C)扣留車輛 (D) 請
求鑑定 

20.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後，為確保所採車漆跡證具備證據證明力，於採車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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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下列何者為絕對必要之作為？ 

 (A)確認撞擊地點 (B)確認新痕舊痕 (C)確認碰撞部位 (D) 確
認對應碰撞部位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安全停車視距」需考慮到駕駛人之「反應時間」，關於「反應時間」之
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時間長短與黃燈時間相當     (B)是從察覺、確認、判斷，
到做出反應之時間 

 (C)時間長短與全紅時間相當       (D)約 95％的人於 2.5秒內完
成反應 

 (E)時間長短與「轉彎車輛，於路口前 30 公尺應顯示方向燈」之規定時
間相當  

22. 下列哪些跡證之位置就是撞擊地點？ 

 (A)刮地痕起點     (B)煞車滑痕轉折點 

 (C)落塵終止位置  (D)撐傘行人被撞後雨傘終
止位置 

 (E)玻璃碎片終止位置  

23. 在交通事故現場中，若定義「車損程度 vs. 撞擊力大小」之關係為「直

接相關」，下列何者亦屬之？ 

 (A)緊急反應時間 vs.車速      (B)煞車痕長度 vs.車速  

 (C)煞車痕長度 vs.車重  (D)傷勢輕重 vs.車速  

 (E)離心力方向 vs.轉彎    

24. 深夜，在單向二車道有中央分向島的道路上，A~L 等 12 位成年人約定，

各騎機車成「一」橫排，佔用西往東之所有車道快速行駛；行駛時，遇

前方警察臨檢，全隊 12 人於原車道掉頭，繼續成「一」橫排，繼續佔用

西往東之所有車道，逆向又快速行駛；期間，適逢甲下班騎機車返家，

因無處閃避而與 I、J、K、L 等 4部機車發生對撞，造成甲因傷重不治死

亡，I~L 等 4人受傷之情形。關於 A~L 等 12 人及甲違犯之情形，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僅 I~L 等 4人觸犯刑法第 276 條「過失致死罪」       

 (B)僅 A~H 等 8人觸犯刑法第 185 條第一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 

 (C)A~L 等 12 人均觸犯刑法第 185 條第二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致死罪」 

 (D)A~L 等 12 人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3 條「危險駕車」之情

形 

 (E)甲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情形，亦有肇事責任 

25. 警察於交通事故現場佈設交通管制設施時，下列哪些情況容易肇致其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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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A)離開警車，擺設交通錐及警示設施時  (B)流量不大而且車速快       

 (C)安全停車視距不足  (D)現場管制之路寬變更線

距不足 

 (E)車流中有突然失能之駕駛人   

26. 依法律規定，經警察報請檢察官許可，不予解送之道路交通事故現行犯

（俗稱「函送案件」），下列何者屬之？ 

 (A)過失致重傷者    (B)業務過失致重傷者 

 (C)過失致死者  (D)酒醉不能安全駕車者 

 (E)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者    

27. 為釐清機車有無被其左後方之小客車擦撞到而倒地，下列何者是警察應

加以蒐集之關鍵跡證？ 

 (A)機車左手把端痕跡特徵      (B)機車騎士左手肘傷勢特

徵 

 (C)機車倒地位置與方向  (D)機車刮地痕位置與滑行

方向  

 (E)騎士嚴重受傷之部位與傷勢特徵   

28. 在事故現場中，散落物的哪些特徵會影響撞擊地點的研判，警察應詳細

調查？ 

 (A)掉落前的高度     (B)終止位置 

 (C)形狀  (D)重量 

 (E)材質   

29. 在機車事故中，若欲瞭解機車相關之車速，請問針對該機車應調查下列

何種事證？ 

 (A)刮地部位與高度    (B)刮地痕長度 

 (C)質心高度  (D)終止位置 

 (E)重力加速度   

30. 下列何種胎痕特徵，與研判行車方向有關？ 

 (A)煞車隱跡          (B)煞車痕兩端之濃淡程度     

  

 (C)煞車痕長度  (D)凹胎拖痕與凸胎滑痕                

 (E)煞車滑痕與偏向拖痕之銜接胎痕   

31. 於交通事故現場，對駕駛人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檢測，檢出值為每公升 0.25

毫克，經該受測者請求為第二次檢測時，關於警察因應該項請求之作為，
下列何種法令有規定？ 

 (A)警察職權行使法     (B)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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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社會秩序維護法  (D)刑事訴訟法 

 (E)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32. 在事故現場可從下列哪些項目中，辨別出煞車滑痕與車輛之歸屬關係？ 

 (A)痕寬 vs.胎寬      (B)痕溝數 vs.胎溝數 

 (C)痕溝寬 vs.胎溝寬  (D)胎痕位置 vs.車輛終止位
置 

 (E)胎痕起點之前後距離 vs.輪距 

33. 在交通事故現場中，若小貨車與機車同向行駛發生擦撞，肇致機車騎士受
重傷，騎士送至醫院後即未再醒來；當欲查明該案之肇事原因時，下列何者
為應偵查之關鍵事項？ 

 (A)小貨車是否超速行駛     (B)小貨車行駛之車道   
 (C)機車行駛之車道  (D)兩車撞擊前之前後關係 

 (E)兩車撞擊之地點   

34. 承上題，為能證明該案肇事原因之關鍵事項，下列何種跡證屬之？ 

 (A)小貨車終止位置     (B)監視器中兩車之車流順序 

 (C)機車刮地痕長度  (D)兩車對應碰撞部位 

 (E)散落物終止位置      

35. 承第 33題，若刑事警察局針對採樣車漆之鑑定結果表示「機車左後扶手
處轉移痕漆與小貨車右前車門處原漆成分不相似」，則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小貨車實際上未擦撞到機車      (B)該兩處痕跡之物理特徵
不完全相同 

 (C)採樣人員已盡到採樣車漆之責任  (D)車漆採樣時，未針對兩車
實際接觸之部位加以採樣 

 (E)車漆採樣前，應先確認「兩車對應碰撞部位」  

36. 發生在不對稱、號誌化交叉路口之事故，關於現場測繪及相關資料之描
述，下列何者正確？ 

 (A)以路口範圍為現場範圍      (B)三定點法為較適合之測
量法 

 (C)應提供號誌管制資料  (D)現場圖應能計算出撞擊
地點至停止線之距離 

 (E)現場圖應標示出撞擊地點之位置  

37.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 9 條規定，警察機關應於事故現場適當距
離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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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該「事故現場如同施工區」之觀念，並可應用「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設置規則」第 155 條「設置路寬變更線」之原理來保護現場。在該
條文中，「路寬變更線距離」為下列哪些距離之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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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緊急反應距離     (B)煞車距離                  

 (C)安全停車視距  (D)緩和區間線距離 

 (E)20 公尺 

38. 在肇事致人員受傷嚴重之交通事故中，關於雙方車輛之處理，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機車雖是證物，但由於是受害者方，可任意由家屬領回並交代其自行
保管 

 (B)對肇事車輛上之痕跡，不確定已完整蒐證者，可先暫予扣留處理 

 (C)對可先暫予扣留處理之車輛，由於缺乏保管場所，可改由駕駛人駛回
並交代其自行保管 

 (D)扣車之法令依據，只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 條 

 (E)可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 條，扣留車輛上之行車紀錄器 

39. 白天，在直線施工路段，某大學生甲騎機車撞右側路緣而摔車，因而撞
擊右側電桿而受傷，送醫後不治死亡；警察在事故現場並未發現路面有
容易引起摔滑之坑洞、碎石、油漬等情形，也未發現該機車車體有被撞
之痕跡。關於該事故之肇事實情，可能為何？ 

 (A)甲因超速行駛而自撞      (B)甲因精神恍惚而自撞 

 (C)甲被撞，而肇事者逃逸  (D)因路面顛簸所致 

 (E)大型車超越機車，機車被該大型車所產生之氣流推倒所致  

40. 承上題，在已排除機車自撞的情形下，為再調查該事故之肇事實情，下
列何者為正確之作法？ 

 (A)調查騎士右手肘有無瘀傷，並對之拍照  

 (B)尋找目擊者，訪查肇事過程  

 (C)對附近住家，訪查肇事頻次  

 (D)在事故地點下游，觀察機車行經之動態，並對之錄影 

 (E)向警察分局交通組，調取該路段、該地點之歷史肇事紀錄，並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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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交通學系 

科目：道路交通法規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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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80題空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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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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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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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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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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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依法令之規定，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交通局或相關機關，對於

交通助理人員的僱用，主要係考量下列何種因素？ 

 (A)車輛數量     (B)人口數量 (C)交通狀況 (D) 車

禍件數 

2. 汽車駕駛人駕車行經高速公路遇有濃霧、濃煙、強風、大雨或其他狀況，

致能見度甚低時，依規定應將車輛時速低於幾公里或暫停路肩，並顯示

危險警告燈？ 

 (A)40公里     (B)45公里 (C)50公里 (D)60

公里 

3. 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應遵守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得附載座人        (B)全天開亮頭燈  

 (C)得利用同車道併駛或超車 (D)不得戴露臉式安全帽 

4. 下列哪一種車輛駕駛人，駕車時，應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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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

全之行為」之限制？ 

 (A)救護車    (B)消防車 (C)警備車 (D) 工

程救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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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汽車依照其使用性質而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大客車：座位在 9座以上之客車      

 (B)大貨車：總重量 3,500公斤之貨車 

 (C)代用大客車：其載客人數包括駕駛人在內不得超過 25人  

 (D)小客車：座位在 25座以下之幼童專用車 

6.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總聯結重量及總重量在 20公噸以上之

新登檢領照汽車，自中華民國 88年 9月 23日本規則修正發布施行日起，

應裝設下列何種設備？ 

 (A)轉彎警報器     (B)行車紀錄器    (C)滅火器 (D) 載

重器 

7. 駕駛重型之動力機械，除應申請臨時通行證之外，駕駛人亦應領有下列

何類駕駛執照？ 

 (A)小型車    (B)大貨車 (C)大客車 (D) 聯

結車 

8. 裝載危險物品之車輛，應遵守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正確？ 

 (A)車頭或車尾應懸掛布質三角紅旗之危險標識，每邊不得少於 30 公分    

  

 (B)應具備危險物品道路運送計畫書等資料，向起運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

核發臨時通行證 

 (C)運送危險物品之駕駛人或隨車護送人員，應經專業訓練，並隨車攜帶

有效之訓練證明書  

 (D)行經高速公路時，應行駛外側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 

9. 對於道路交通違規行為，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

警察機關檢舉，經查證屬實者，應即舉發；但行為終了日起超過多久期

間之檢舉案件，應不予舉發？ 

 (A)3日   (B)4日 (C)5日 (D)7

日    

10. 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行為，受處罰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通知單後，得不經裁決，逕行向指定之處所繳納結案；惟不服舉發事

實者，應於多久期間內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 

 (A)7日    (B)15日 (C)30日 (D)3

個月   

11. 擔服巡邏勤務時，發現停放在停車格內之車輛未懸掛號牌，下列敘述何

者不正確？ 

 (A)依規定應處罰汽車所有人新臺幣 3,600元以上 1萬 800元以下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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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該汽車禁止其行駛 

 (C)該汽車當場移置保管  

 (D)如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者，吊扣該號牌   

12. 依規定，汽車駕駛人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處分，若符合特定條件，

得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考領駕駛執照。下列「特定條件」何者正確？ 

 (A)肇事致人輕傷案件，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 7年  

 (B)肇事致人重傷案件，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 10年 

 (C)肇事致人死亡案件，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 11年  

 (D)其他案件，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 5年 

13. 對於移置代保管或扣留之車輛，經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屆期未領

回或無法查明車輛所有人，經公告多久之時間，仍無人認領者，由移置

保管機關拍賣之？ 

 (A)1個月     (B)3個月 (C)6個月 (D)12

個月 

14. 慢車行駛至交岔路口，下列何項駕駛行為不正確？ 

 (A)夜間行駛有車燈設備，路燈光線夠亮可免開啟頭燈  

 (B)左轉彎時，應繞越道路中心處左轉進入規定車道內行進 

 (C)於同向二車道之右側慢車道時，應依兩段式進行左轉 

 (D)應讓行人優先通行 

15. 電動自行車行駛時，下列何項違規行為不得以勸導處置？ 

 (A)不在規定之時間內行駛   (B)不在劃設之慢車道通行  

 (C)在道路上爭先爭道駕車  (D)不依規定轉彎、超車    

16. 舉發汽車所有人、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依規定應當場暫代保

管其駕駛執照者，下列何者正確？ 

 (A)使用吊銷或註銷之牌照行駛       

 (B)職業汽車駕駛人逾期審驗 1年以上 

 (C)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逾期 6個月以上  

 (D)使用他車牌照行駛 

17. 對於酒後駕車之駕駛人進行酒精測試儀器檢測之相關事宜，下列何者不

正確？ 

 (A)實施檢測過程應全程連續錄影      

 (B)應詢問受測者飲用酒類結束時間  

 (C)受測者吐氣不足致儀器無法完成取樣時，應換另一台儀器重新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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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實施檢測後，應告知受測者檢測結果，並請其在檢測結果紙上簽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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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行為之時間，距離檢舉日達 15日者 

 (B)同一違規行為再重覆檢舉者  

 (C)檢舉資料欠缺具體明確，致無法查證者 

 (D)匿名檢舉，但檢舉事實明確者 

19. 下列何項違規停車行為之罰鍰金額會最高？ 

 (A)在顯有妨礙他車通行處所停車  (B)在彎道標誌路段停車  

 (C)在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停車   (D)在消防栓之前停車 

20. 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之規定，填製通

知單，應到案日期距舉發日為 30日，但受處分人非該當場被查獲之駕駛

人或行為人時，其應到案日期距舉發日之期間，下列何者正確？ 

 (A)40日     (B)45日 (C)55日 (D)60

日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下列何者為內政部警政署交通組之業務職掌？  

 (A)交通警察執法之督導  (B)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管理

之規劃  

 (C)交通統計之規劃  (D)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之督

導 

 (E)鐵、公路橋樑隧道巡護之規劃   

22. 張三駕駛大貨車被警方攔檢之後，經檢測其體內吐氣酒精濃度值達每公

升 0.25毫克，下列處  置何者正確？ 

 (A)對張三製作筆錄移送法辦      (B)舉發其酒駕違規行為 

 (C)移置代保管該車輛  (D)該車輛亦可委託合格駕

駛人駛離 

 (E)該車輛經移置代保管時，應於繳納該違規單後，持繳納收據及相關證

件領回該車輛 

23. 對於高速公路與快速公路車道之性質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高速公路：指其出入口完全控制或部分控制，中央分隔雙向行駛，除

起迄點外，並與主要道路立體相交、次要道路得平面相

交，專供汽車行駛之公路 

 (B)主線車道：指車道中可供汽車直駛之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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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加速車道：指設於匝道與主線車道之間，專供汽車由匝道駛出主線車

道前加速之車道 

 (D)輔助車道：指設於主線車道外側，銜接相鄰兩交流道間加、減速車道，

專供車輛進出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使用之車道 

 (E)爬坡道：指設於上坡路段主線車道之外側，供爬坡時速高於最低速限

之車輛行駛之車道 

24. 在高速公路長陡坡之下坡路段，下列何種車輛載重時，除有特殊狀況外，

應行駛外側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 

 (A)大客貨兩用車     (B)大貨車 

 (C)全聯結車  (D)雙層大客車   

 (E)高速公路之拖吊車 

25. 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不得有下列何種行為？ 

 (A)使用鋼質連桿，拖拉故障車輛  (B)向車外丟棄煙蒂  

 (C)連續變換燈光迫使前車讓道      (D)車輛輪胎粘附泥沙致污

染路面行駛 

 (E)由主線車道變換車道至爬坡車道超越前車  

26. 下列何種車輛不得行駛及進入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 

 (A)垃圾車  (B)市區雙層公車  

 (C)三輪汽車          (D)市區免費公車 

 (E)軍用大客貨兩用車   

27. 有關車輛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幼童專用車：指專供載運未滿 8歲兒童之客車   

 (B)特種車：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包括拖吊

車  

 (C)拖車：指專供拖引其他車輛之汽車  

 (D)半拖車：指具有後輪，其前端附掛於曳引車第五輪之拖車 

 (E)第五輪載重量：指曳引車轉盤所承受之重量 

28. 有關車輛尺度的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小型車附掛之拖車全長不得超過 7公尺 (B)大型重型機車全長不得超

過 4公尺  

 (C)大型重型機車全寬不得超過 1.4公尺  (D)大型重型機車全高不得

超過 2公尺 

 (E)雙節式大客車全長不得超過 20公尺  

29. 車輛所有人、駕駛人、行人或其他用路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之規定者，可據以處罰之法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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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B)社會秩序維護法  

 (C)公路法  (D)市區道路條例 

 (E)刑法  

30.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電動輔助自行車之駕駛人，下列何種

情形，不得駕車？ 

 (A)患有心臟病者    (B)患有妨害作業之疾病  

 (C)飲用酒類後  (D)情緒不佳 

 (E)路況不熟    

31. 汽車駕駛人駕駛車輛，有下列何種情形，除禁止其行駛外，應當場移置

保管該車輛？ 

 (A)使用號牌數字受損之牌照仍行駛       (B)使用被吊銷之牌照仍行

駛 

 (C)使用剛被註銷之牌照仍行駛  (D)於牌照被吊扣期間仍行

駛 

 (E)未依規定懸掛號牌仍行駛  

32. 自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1日起，下列哪些車輛的證照免申請換發？ 

 (A)救護車行車執照      (B)學校載送學生的校車行

車執照  

 (C)幼稚園之幼童專用車行車執照  (D)自用大貨車行車執照 

 (E)大型重型機車行車執照   

33.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下列何種車輛應於車上備有合於規定

之滅火器？ 

 (A)遊覽車                             (B)大貨車  

 (C)曳引車  (D)小型車  

 (E)幼童專用車   

34. .汽車或拖車有下列哪些情形，應實施臨時檢驗？ 

 (A)引擎設備變更調換時       (B)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時 

 (C)汽車出廠 10年以上，辦理轉讓過戶時  (D)機車出廠 6年以上，辦理

轉讓過戶時 

 (E)電路系統變更時   

35. 下列有關汽車裝載行駛之敘述何者正確？ 

 (A)小型汽車置放架，其長度不應超過後側車身外 55公分     

 (B)小型汽車裝載貨物，其高度自地面算起不得超過 285公分 

 (C)廂式貨車之貨物上不得載人  

 (D)貨車裝載貨物，伸後長度最多不得超過車輛全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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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廂式貨車裝載貨物不得超出車廂以外 10公分   

36. 於圓環、交岔路口 10公尺內，何種機關得在不妨害行人通行或行車安全

無虞之原則，設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另行規定汽車之停車處所？ 

 (A)交通局      (B)公路主管機關  

 (C)警察局  (D)派出所  

 (E)觀光局 

37.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哪些行為，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

舉發？ 

 (A)聞救護車之警號不立即避讓者    (B)跨越槽化線行駛者 

 (C)行經設有地磅之道路，不依規定過磅者 (D)跨越車道線變換車道行駛

者 

 (E)違規搶越行人穿越道，經各級學校交通服務隊現場導護人員簽證檢舉

者 

38. 對於行人交通違規行為之處罰，下列何者正確？ 

 (A)不依警察指揮，處罰新臺幣 300元罰鍰    

 (B)不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處罰新臺幣 600元罰鍰 

 (C)行近鐵路平交道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仍強行闖越，處罰新臺幣

1,200元罰鍰  

 (D)在車輛行駛中攀登者，處罰新臺幣 300元罰鍰  

 (E)於交岔路口闖紅燈，處罰新臺幣 300元罰鍰    

39. 依法律之規定，汽車行駛於道路上交通違規行為之處罰，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小型車後座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處乘客罰鍰     

 (B)汽車行駛於快速公路，小型車後座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處駕駛

人新臺幣 3,000元罰鍰 

 (C)汽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點燃香煙致有影響他人行車安全之行為

者，處駕駛人罰鍰 

 (D)騎乘機車超載乘客者，處乘客罰鍰 

 (E)汽車駕駛人單獨留置 4歲以下之兒童於車內者，處駕駛人罰緩，並應

施以 6小時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40. 下列何者為內政部警政署 104年度交通重點工作？ 

 (A)落實取締超載違規  (B)加強取締酒後駕車違規  

 (C)持續推動順風專案       (D)強化交通執法器材管理

機制 

 (E)提升交通事故處理品質，確保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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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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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交通要道上發生一場嚴重的交通事故，現場有人員受傷，救護人

員在救助傷患時，竟遭到後車撞擊，救護人員傷勢嚴重且讓傷者傷勢更

重，請問警察人員一到場時應落實下列何種作為，才不會讓自己、傷者、

救護人員及後續到場之現場勘察人員暴露在接續事故之危害？ 

 (A)救護傷患 (B)追捕逃犯 (C)調查訪問 (D) 現

場保全 

2. 我國槍枝鑑驗認具殺傷力時，其動能須超過多少焦耳/平方公分？ 

(A)16焦耳/平方公分 (B)20焦耳/平方公分 

(C)24焦耳/平方公分 (D)78.6焦耳/平方公分 

3. 利用手機所在細胞位置的基地台進行定位，由於基地台的位置已知，這

時再利用手機內的 GPS 接收器搜尋附近 GPS 衛星的位置，即可快速定

位，此種定位技術稱為？ 

 (A)Cell-Sector Identification (B)Angle of Arrival 

 (C)Enhanced Observed Time Difference (D)Assisted GPS 

4. 當使用 SEM/EDX 分析虎口射擊殘跡時，得到「同時檢出火藥射擊殘跡

特異性金屬元素 Pb-Sb-Ba」結論，請問可以如何詮釋？○1 被採驗人本身

是開槍者 ○2 被採驗人在開槍者附近被波及 ○3 被採驗人與開槍者有接觸

並轉移 ○4 鐵工廠環境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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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B)○1 ○2  (C)○1 ○2 ○3  (D) ○1

○2 ○3 ○4  

5. 血跡的撞擊角度可以由測量血跡的長度與寬度獲得，下列對撞擊角度θ

之描述，何者正確？ 

 (A)tanθ=短軸/長軸 (B)sinθ=短軸/長軸 

 (C)cosθ=短軸/長軸 (D)cos-1θ=短軸/長軸  

6. 玻璃受到撞擊時會產生○1 第一同心圓裂痕○2 第二同心圓裂痕○3 放射狀裂

痕，請問裂痕產生的順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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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7. 毛髮的生長週期包括○1 Catagen ○2 Telogen ○3 Anagen，依個別週期由長到

短排列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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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8. 臨檢汽機車解體工廠時，為證明現場引擎是否為合法來源，引擎號碼是

最好的辨識標的，也因此時常遭到破壞。為讓毀損字跡重現，請問下列

何種方法屬非破壞性的方法？ 

 (A)化學法  (B)電解法 

 (C)超音波氣穴蝕刻法 (D)磁粒法 

9. 下圖係玻璃的放射狀裂痕側面，請問玻璃受力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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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計算血跡撞擊角度有助於重建血源位置，請問下列何種血跡之撞擊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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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擊方向與物面夾角）為 1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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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一般神仙水所含的 GHB 屬於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 2 條所列之第幾級毒

品？ 

 (A)第一級 (B)第二級 (C)第三級 (D) 第

四級 

12. 一般單眼數位相機曝光超過 30秒以上需自己讀秒，其需使用下列何種曝

光模式？ 

 (A)光圈優先 (B)P模式 (C)B快門 (D) 快

門優先 

13. 國內外廣泛使用Modified Griess test 於被射物表面之射擊距離評估，可

以印證嫌犯說詞，請問該試劑係針對射擊殘跡中何種物質進行呈色反

應？ 

 (A)鉛 (B)銅 (C)亞硝酸根 (D) 硝

酸根 

14. 性侵害犯罪案件屬告訴乃論者，尚未提出告訴或自訴時，該案證物鑑定

後由犯罪發生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保管，除未能知悉犯

罪嫌疑人外，證物保管多久後得逕行銷毀？ 

 (A)6個月後 (B)1年後 (C)1年 6個月後 (D) 追

溯期後 

15. 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炸彈客使用壓力鍋製做簡易炸彈裝置，其內放

置何種爆炸物？ 

 (A)初級高爆藥 (B)二級高爆藥 (C)黑色火藥 (D) 硝

酸銨爆藥 

16. 下列何種藥物屬於麻醉藥？ 

 (A)古柯鹼 (B)潘他挫新 (C)大麻 (D) 巴

比妥 

17.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7 條所指國家情報工作機關是指○1 國安局○2 調查局

○3 警政署○4 海巡署 

 (A)○1  (B)○1 ○2  (C)○1 ○2 ○3  (D) ○1

○2 ○3 ○4  

18. 下列何者不是轉輪槍彈殼上的工具痕跡？ 

 (A)撞針洞印痕 (B)彈底紋 (C)抓子痕 (D) 撞

針滑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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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一個住宅竊盜犯每次犯案都從工地就地取材，利用模板或木條連接

工地與遭竊住所鐵窗，破壞鐵窗後侵入，到正門處用尼龍繩纏繞門把、

掃把或棍子頂住門及拿棉被或衣物塞入門縫」，以上描述屬於下列何種分

類？ 

 (A)Signature    (B)Crime Pattern 

 (C)Method of Operation (D)Biometric Features 

20. 經情資整合中心進行案件連結分析(Linkage analysis)，發現有一個住宅竊

盜犯在今年一、二月份在羅斯福路 5 段沿線作案，三、四月份在興隆路

2 段沿線作案，五、六月份則集中在景華街作案，因此分局集中警力在

此熱區巡邏，並順利查獲竊嫌，此分析過程稱為？ 

 (A)心理剖繪  (B)地緣剖繪 (C)被害剖繪 (D) 犯

案工具剖繪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鞋印痕是刑案現場中採獲率最高的物證之一，有關鞋印痕的描述何者正

確？ 

 (A)可研判進入現場人數  

 (B)可顯示犯罪人進入現場後的路徑 

 (C)可精確計算嫌犯身高  

 (D)拍攝灰塵鞋印痕時，打光度角度 45度比 10度可得到較佳的反差 

 (E)靜電足跡採取器用於三維鞋印痕的採證 

22. 下述關於爆裂物現場及證物處理之敘述，何者正確？ 

 (A)爆炸點周遭疑為火（炸）藥附著物，宜全部採集送鑑  

 (B)爆炸後爆裂物或碎片宜採取 0.5公克送鑑 

 (C)火（炸）藥送鑑時宜先由爆裂物處理人員酌採 0.5公克 

 (D)送鑑制式砲彈之安全措施應採用沙箱或以防爆毯（筒）等加強防護措

施後運送 

 (E)處理爆裂物無論是否引爆，均應會同刑事局偵查第六大隊處理 

23. 監視攝影最困難的地方在於凍結行進間的人、車等標的物，且為了不被

監視對象發現，需要遠距離拍攝，但拍攝結果通常有模糊、主體物過小、

顆粒過粗、曝光不足等問題，請問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A)鏡頭焦距過長，造成主體物過小  

 (B)在曝光正確下，一般人行走或轉頭時，快門至少 1/125秒才可清楚凍

結 

 (C)白天進行監視攝影的距離比夜間短  

 (D)安全快門可以解決心跳造成的晃動 

 (E)相同曝光值下，ISO值越低，快門速度要調慢，但影像顆粒較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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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有關指紋比對及十指指紋卡捺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指位研判可透過指紋紋線流向原則、手指自然生態原則及手指活動習

性原則  

 (B)指紋鑑定程序第一步是紋型判斷 

 (C)三面印捺印範圍必須超過第一指節   

 (D)平面印的主要目的在於當三面印捺印品質不佳可以輔助比對 

 (E)指紋送鑑比對須附排除指紋卡，可捺印公司或住家其中 1人作代表即

可   

25. 有一宗乘機性交案件，陳先生始終否認涉案，但法院根據唯一證據，即

被害人衣物上發現有混合型精斑檢體，經 17組 Y-STR DNA鑑定結果，

「不排除混有陳先生及另外兩名男子之 DNA」，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Y-STR 是母系遺傳的特徵，子代的 Y-STR 型別與母系所有女性之

Y-STR單倍型組合相同 

 (B)Y-STR 是父系遺傳的特徵，子代的 Y-STR 型別與父系所有男性之

Y-STR單倍型組合相同 

 (C)「不排除」的結論即說明陳先生是犯罪行為人 

 (D)下「不排除」結論時，應說明其可能機率 

 (E)Y-STR DNA能夠個化 

26. 有關筆跡鑑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指紋可以由特徵點的數量來區別異同，筆跡亦同 

 (B)比對字跡一般會提供當事人的平日字跡(Knowing Writing) 

 (C)平日字跡未必能夠提供與爭議筆跡相同書寫方式之筆跡，故可請當事

人配合當庭書寫 

 (D)書寫者為了隱藏個人的書寫習慣，以避免他人發現之非自然筆跡即稱

為「做作筆跡」 

 (E)書寫者以非本人的書寫習慣，藉由臨摹或描寫他人筆跡所書寫的文字

稱為「模仿筆跡」 

27. 有關第一時間到場員警執行刑案現場保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安撫家屬情緒，避免因情緒過於激動不斷在現場來回走動而破壞現場

  

 (B)鑑識人員未到場前，為避免跡證遭受雨淋破壞，可適當記錄後，移至

安全地點 

 (C)鑑識人員到達現場後，應警戒至採證結束，並蒐集有利破案之情報線

索  

 (D)必要時拉起封鎖線，如需進入現場，應著適當防護 

 (E)一般死亡案由先到場葬儀社員工確認死者證件，初步判斷有無他殺可

能，並拍照紀錄，提供給偵查隊報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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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通訊記錄」所指為何？ 

 (A)簡訊內容 (B)簡訊發送電話門號 

 (C)接收電話門號 (D)基地台地址 

 (E)接收影像   

29. 有關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下列何種犯罪可申請通訊監察？ 

 (A)竊盜罪 (B)最輕本刑為 3年以下有期

徒刑之罪 

 (C)竊取森林主副產物罪 (D)製造販賣槍炮彈藥 

 (E)漁會選舉不法案件   

30. 有一宗男友涉嫌殺害女友的案件，因女友胸口咬痕經鑑定與男友咬痕相

符且未通過測謊，本案多年前已判決確定，男友已入監服刑多年。因女

友胸口咬痕部位所採之 DNA樣品，近日重新鑑驗且檢出之 Y-STR DNA

型別竟與男友不同，目前案件已進入再審。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 Y-STR DNA型別可能來自於當時現場處理人員不小心所遺留，應

採集當時檢察官、法醫、刑事人員、鑑識人員、葬儀社人員等有靠近

屍體之工作人員 DNA進行 Y-STR型別排除比對 

 (B)無需進行 DNA 排除比對，應儘快就地緣關係，過濾出可能嫌犯，直

接進行 DNA比對 

 (C)因胸口咬痕之DNA已驗出他人，該咬痕一定不是男友所遺留，因此咬

痕鑑定報告一定不可信 

 (D)因胸口咬痕之 DNA 雖已驗出他人型別，但其原來之樣品型態是口

水、飛沫、汗液或皮屑已無法確定，因此 DNA 跟咬痕是否為同一來

源，應該分別討論 

 (E)美國「清白計畫」(The Innocent Project)平反了很多因毛髮顯微特徵或

齒痕鑑定報告而定罪案件，因此本件齒痕鑑定報告一定不可信   

31. 有關犯罪偵查之敘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為偵辦電腦犯罪案件，執行電腦扣押時，以主機為主，其他螢幕、鍵

盤、電源線等設備不須帶回  

 (B)犯罪嫌疑人移送法辦者，移送單位於發文移送翌日起 2日內，將該移

送書電子檔上傳刑事警察局 

 (C)警察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得經由刑警大隊大隊長與分局長書面同意

後，進行跟監 

 (D)重大特殊案件之電腦證物遭毀損、刪除、格式化或經加密無法解讀，

得將證物送刑事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鑑識解析 

 (E)執行數位證物之蒐證，有採集指紋、DNA 等跡證之必要時，應優先

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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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關證據的基本概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人證」係指以人的言語陳述其思想內容為證據，鑑定人屬之 

 (B)「書證」係以書面之存在或其意義為證據，鑑定書屬之 

 (C)甲以短刀殺乙，而丙直接目擊，短刀上指紋鑑定結果為直接證據 

 (D)「本證」係負有舉證責任者提出之證據 

 (E)「證據能力」係指得提出於未來公判程序中之證據資格 

33. 通訊監察申請案件應由下列何人從嚴審核決行？ 

 (A)局長    (B)分局長  

 (C)偵查隊長 (D)刑警大隊大隊長 

 (E)督察組長 

34. 有關指紋之指位研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指位判別之目的為在最短時間內排除無關人員遺留的指、掌紋，確定

參考指紋的價值，進一步與犯罪嫌疑人指、掌紋比對，以爭取破案的

時效 

 (B)斗型紋旋轉方向，依「左手反時針、右手順時針」旋轉 

 (C)拇指指面面積最大、中指次之、食指環指居中，小指最小 

 (D)一般使用右手的機會多於左手 

 (E)食指活動最頻繁、拇指次之 

35. 凡契約、票據、借據、領單及其他一切公司文書上以捺印指紋代替簽章，

在法律上用以證明個人身份者稱為文書上指紋，下列依法可以指印代替

簽名的文件及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捺印右手拇指為原則，右手拇指傷殘或缺指時，改以左手拇指代替 

 (B)勘察採證同意書 

 (C)筆錄  

 (D)現場勘察證物清單 

 (E)當票副聯   

36. 住宅竊盜案件，嫌犯於作案時被埋伏員警逮捕，將嫌犯鞋底紋與現場鞋

印痕連同鞋印痕與犯罪手法串連 30件送刑事局鑑定，其中「個化」3件，

「類化」27件，嫌犯仍矢口否認犯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個化」之證據價值高於「類化」  

 (B)個化特徵係來自於行走時鞋底紋與路面隨機產生的刮痕 

 (C)為利於鞋印痕比對，拍攝時務必垂直拍攝且避免用廣角或望遠焦段拍

攝  

 (D)只移送鞋印痕個化之 3 件住竊案件，另 27 件因鞋印痕僅類化，也不

須偵查作為，不予移送 

 (E)應發揮刑事警察偵查本領，比如突破嫌犯心防或起出贓物，彌補「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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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印痕證明力不足 

37. 有關毒品犯罪嫌疑人尿液採樣送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尿液檢體應分別裝入 2瓶尿液容器，每瓶尿液量須達 30毫升 

 (B)因指紋具人各不同及十指不同的特性，應受尿液採驗人可捺印任一指

指紋於容器封緘處 

 (C)尿液檢體溫度經量測為 33℃時，符合規定無須重新採尿 

 (D)尿液檢體送驗前，無論甲、乙瓶均應置於 9℃以下之冷藏櫃加鎖保管 

 (E)尿液檢體應於 15 日內送交行政院衛福部認可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機

關辦理 

38. 有關槍枝鑑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殺傷力鑑定可透過測速儀精確量測彈頭速度，再將彈頭重量一併帶入

動能公式  

 (B)分局偵查隊進行空氣槍動能初篩時，係利用 0.55公釐不銹鋼板進行監

測 

 (C)因目前警政署購置之子彈屬無毒子彈，因此底火成分通常不含鉛、

銻、鋇成分  

 (D)非原始具有槍枝之某部份功能，持有者以其原具之條件加以修飾、更

改其物性、功能者，稱為模擬槍 

 (E)散彈槍口徑以 Gauge表示，口徑越大，號碼越小 

39. 有些物證因為體積小至肉眼不易察覺，無須實質接觸即可發生轉移，因

此在進行物證詮釋時必須小心注意，下列何項證物屬之？ 

 (A)飛沫 (B)皮屑 

 (C)射擊殘跡 (D)纖維 

 (E)工具痕跡   

40. 執行去氧核醣核酸強制採樣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DNA資料庫所建立之紀錄為染色體、粒線體及性染色體 DNA之密碼

區 

 (B)依據採取行為之侵害性大小，應優先採取唾液樣本，其次為毛髮樣

本，再其次為血液樣本 

 (C)採取毛髮時為避免引起被採樣人疼痛，用剪刀剪至頭皮上方處即可 

 (D)血液採取應由醫事人員對被採樣人進行 

 (E)司法警察機關應於採樣後 15日內連同通知書影本送交刑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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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
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刑事警察學系、水上警察學系 

科目：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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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80題空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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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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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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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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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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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科試題之中，如有謂「依實務見解」，所指的並非警察機關之見解，亦非檢察機關之見

解，而是指最高法院或司法院之見解。 

5.本試題共 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下列何者非屬刑法所規定之保安處分？ 

 (A)感化教育 (B)易服社會勞動 (C)保護管束 (D) 強

制工作 

2. 甲男想要變性，請乙幫忙切除其性器官。請問乙成立何罪？ 

 (A)無罪 (B)傷害罪 (C)重傷罪 (D) 加

工自傷罪 

3. 甲想殺害盲人乙，於是引導乙觸摸高壓電設備，乙因而被電死。請問甲

成立何罪？ 

 (A)無罪 (B)殺人罪之幫助犯 (C)殺人罪之教唆犯 (D) 殺

人罪之間接正犯 

4. 依實務見解，下列何者非屬刑法第 298條略誘婦女罪之客體？ 

 (A)已滿 20歲之婦女  

 (B)未滿 20歲，但已結婚之婦女 

 (C)未滿 20歲亦未婚，且無家庭或其他監督權人保護之女子  

 (D)未滿 20歲亦未婚，且有家庭或其他監督權人保護之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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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甲想殺 A，卻誤 B為 A，舉槍朝 B射擊，但因為射擊技術不佳，誤射 B

身旁之 A，A因而死亡。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成立殺人既遂罪  

 (B)甲成立殺人既遂罪與殺人未遂罪之想像競合 

 (C)甲成立殺人未遂罪與過失致死罪之想像競合  

 (D)甲成立殺人未遂罪與過失致死罪之數罪併罰 

6. 甲將偷來的機車分解，並將引擎號碼部分磨滅並打上其他號碼。依實務

見解，甲成立何罪？ 

 (A)偽造準私文書罪 (B)變造準私文書罪 

 (C)偽造私文書罪 (D)變造私文書罪 

7. 甲乙雙方因細故起口角，進而互毆，造成彼此受傷，若無法確認是誰先

動手攻擊對方，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雙方皆不可主張正當防衛  

 (B)雙方皆可主張正當防衛 

 (C)雙方皆可主張緊急避難  

 (D)雙方皆可主張無期待可能性而免責 

8. 砂石車司機甲，於假日駕駛自用小客車載其家人出遊，途中與機車騎士

乙發生車禍，造成乙的右眼球破裂，經送醫治療後，右眼成為弱視。依

實務見解，甲成立何罪？ 

 (A)業務過失重傷害罪 (B)業務過失傷害罪 

 (C)普通過失重傷害罪 (D)普通過失傷害罪 

9. 在考生休息室陪考之甲，利用乙上廁所之機會，將乙放於桌子上的手提

包取走並快速跑離現場。乙於不久回到休息室時，發現其手提包不見。

請問甲成立何罪？ 

 (A)刑法第 320條第 1項竊盜罪 (B)刑法第 337條侵占脫離本

人持有之物罪 

 (C)刑法第 335條第 1項侵占罪 (D)刑法第 329條準強盜罪 

10. 甲發現其國中一年級的兒子長得不像他，於是帶著兒子去醫院進行親子

鑑定，結果發現小孩非其親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配偶通姦行為發生已超過 6 個月，甲不得告訴，檢察官不得起訴

  

 (B)甲自知悉犯人之時起未逾 6個月，甲得告訴，檢察官得起訴 

 (C)甲配偶通姦行為發生已逾追訴時效，甲得告訴，檢察官不得起訴 

 (D)甲配偶通姦行為發生已逾追訴時效，甲得告訴，檢察官得起訴 

11. 同一案件分別經臺北地方法院與桃園地方法院為有罪判決後，發現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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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其中臺北地方法院於元月 5 日訴訟繫屬，5 月 5 日判決，6 月 6

日判決確定；而桃園地方法院係於元月 15日訴訟繫屬，4月 15日判決，

5月 7日判決確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對桃園地方法院之判決提起上訴，改判免訴判決  

 (B)對桃園地方法院之判決提起非常上訴，改判不受理判決 

 (C)對臺北地方法院之判決提起上訴，改判免訴判決 

 (D)對臺北地方法院之判決提起非常上訴，改判不受理判決 

12. 下列何種情形，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 

 (A)被告所犯為加重竊盜罪 (B)被告聲請指定 

 (C)被告所犯為內亂罪 (D)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以

簡易判決處刑時 

13. 司法警察官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下列哪一項非屬

於通知書應記載事項？ 

 (A)所涉案由 (B)犯罪嫌疑人之姓名、性

別、年齡、住所或居所 

 (C)應到場之日、時、處所 (D)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

命拘提 

14. 刑事案件第一審通常審理程序，在審判期日包括以下各項階段：○1 被告言

詞辯論○2 被告人別訊問○3 朗讀案由○4 陳述起訴要旨○5 調查證據○6 告知被

告權利，請依照進行順序加以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A)○2 ○6 ○3 ○4 ○5 ○1  (B)○2 ○3 ○4 ○6 ○1 ○5  

 (C)○3 ○2 ○4 ○6 ○5 ○1  (D)○3 ○2 ○6 ○4 ○1 ○5  

15. 下列哪一種案件得上訴最高法院？ 

 (A)搶奪罪 (B)加重竊盜罪 (C)恐嚇罪 (D) 普

通詐欺罪 

16. 下列何種處分執行後無須經事後審查？ 

 (A)刑訴第 152條之另案扣押 (B)刑訴第 131條之緊急搜索 

 (C)刑訴第 137條之附帶扣押 (D)刑訴第 88 條之 1 之緊急

逮捕 

17. 下列何者非屬法官應自行迴避之事由？ 

 (A)法官為被害人前夫 (B)法官為被害人之未婚夫 

 (C)法官為檢察官之配偶 (D)法官曾參與前審裁判 

18. 下列何者為訓示期間？ 

 (A)上訴期間 (B)宣示裁判期間 

 (C)再議期間 (D)抗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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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 4之規定，下列何種傳聞證據不得作為證據？ 

 (A)銀行出具之存款證明 (B)警察所作之證人詢問筆

錄 

 (C)醫院醫師出具之診斷書 (D)電信機構之通聯紀錄 

20. 警察甲巡邏時，發現乙於便利商店前行跡可疑，於是對其實施臨檢查核

身分，甲查核身分後，未發現任何問題，就在乙準備離去時，甲要求查

看乙隨身所攜帶之手提包，乙拒絶而轉身逃跑，甲乃追捕乙並呼叫支援，

追捕過程中，乙跌倒而被甲逮捕，跌倒時手提包掉落乙身旁地上，被隨

後來支援的警察丙拾起，丙即打開手提包，發現內有 1 把槍枝。依實務

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逮捕乙為刑訴法第 88 條之現行犯逮捕，故可搜索該手提包，合法

取得槍枝  

 (B)甲逮捕乙為刑訴法第 88 條之 1 之緊急拘提，故可搜索該手提包，合

法取得槍枝 

 (C)手提包為無人持有物，丙可打開手提包搜索，合法取得槍枝 

 (D)丙打開手提包為違法搜索行為，槍枝為違法取得之證據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下列何種情形適用我國刑法？ 

 (A)印尼外勞在我國殺人 (B)我國國民在日本殺害我

國國民 

 (C)我國國民在美國發生通姦行為 (D)韓國人於日本詐欺我國

國民 

 (E)美國人於我國國籍船艦上打傷美國人   

22. 關於刑法第 185 條之 4 之肇事逃逸罪，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交通事故之發生係指以出於非故意為前提 

 (B)交通事故之發生，行為人是否有過失，並非所問 

 (C)近期多數實務見解認為，行為人主觀上對於「致人死傷」有無認識，

並不影響本罪之成立 

 (D)行為人應有停留現場採取救護措施，以防止損害範圍擴大的義務 

 (E)行為人確認被害人獲得救護，並表明真實身分與被害人和解後離去，

不成立本罪 

23. 關於刑法第 131條之公務員圖利罪，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本罪為純正身分犯，行為主體需具公務員身分 

 (B)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他人，不成立本罪 

 (C)圖利對象僅限於自己或其他自然人，不包括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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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圖利行為與他人獲得利益間，需具備因果關係，始能成罪 

 (E)本罪所得利益必須是不法利益，始能成罪   

24. 甲想殺 A，向知情的乙借 1 把西瓜刀，埋伏在 A家門前，待 A出現時，

甲即持西瓜刀上前攻擊，但被 A以機車鎖打落西瓜刀，隨即 2人扭打在

一起，甲另取出自己預藏的折疊刀刺中 A的頸動脈，A當場血流如注，

失血過多而死亡。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成立殺人罪 (B)乙成立殺人罪幫助犯 

 (C)甲成立殺人未遂罪 (D)乙成立殺人未遂罪幫助

犯 

 (E)乙無罪 

25. 關於「正當防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對於侵害國家法益的不法行為，可主張正當防衛  

 (B)對於故意或過失的不法侵害行為，皆可主張正當防衛 

 (C)對於未來的侵害，基於防患未然，可主張正當防衛  

 (D)防衛行為不以出於「不得已」之手段為要件 

 (E)只有對自己的權利才可主張正當防衛   

26. 依實務見解，下列何種行為，構成加重竊盜罪？ 

 (A)父母帶著就讀小三的孩子偷奶粉 (B)在飛機上，偷乘客的隨身

行李 

 (C)帶著螺絲起子去別人家中行竊 (D)於水災時，到大賣場行竊 

 (E)在機場航站內行竊   

27. 關於「假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受刑人須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   

 (B)犯性侵害罪之受刑人，有期徒刑須執行逾二分之一，可由監獄報請法

務部假釋 

 (C)無期徒刑假釋後滿 20年，未經撤銷者，以已執行論  

 (D)無期徒刑執行逾 20 年，有期徒刑須執行滿 6 個月且逾二分之一，由

監獄報請法務部假釋 

 (E)假釋中，開車不慎撞死人，應撤銷其假釋    

28. 甲公職人員考試及格分發為稅務員，尚未到職銓敍。甲之朋友乙因逃漏

稅事件正在稅捐機關處理中，獲悉該案可能將由甲接辦，遂往請託，希

圖免罰。甲要求以 30 萬元為酬勞，經乙允諾，並先付 15 萬元。迨甲到

職後，發現該案已由同事丙接辦，甲深感無以向乙交代，乃以所收款中

之 10萬元交丙，說明乙為其好友，請丙幫忙能免予處罰，但為丙當場拒

絕。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成立違背職務的受賄罪 (B)甲成立準受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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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甲成立違背職務的行賄罪 (D)乙成立違背職務的行賄

罪 

 (E)乙無罪 

29. 偵查員甲逮捕通緝犯乙，為取得乙自白而拳腳相向，造成乙背後挫傷，

乙亦自白其犯罪事實，事後，乙針對甲之行為向檢察官提出告訴。依實

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125條第 1項濫權追訴處罰罪  

 (B)甲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77條第 1項傷害罪 

 (C)甲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134條不純正瀆職罪  

 (D)甲事後與乙和解，乙撤回告訴，甲不會被追訴 

 (E)乙之自白，因為撤回告訴，污點滌除後而有證據能力    

30. 甲 17歲，某日向其祖母要錢購買線上遊戲點數被拒，心生不滿，盛怒之

下將其祖母勒斃，請問以下何者為甲可能被判處的刑罰？ 

 (A)死刑 (B)無期徒刑 

 (C)20年有期徒刑 (D)15年有期徒刑 

 (E)10年有期徒刑   

31. 關於刑事訴訟法中之「代理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被告，審判中或偵查中皆得委任代理人到場  

 (B)被告，審判中經審判長許可，得委任非律師為代理人 

 (C)自訴人，審判中或偵查中應委任代理人到場 

 (D)自訴人，審判中經審判長許可，得委任非律師為代理人 

 (E)告訴人，審判中或偵查中應委任代理人到場 

32. 甲提供房間給乙女之夫丙與丁女通姦，經乙女發現後，對丁女提出告訴。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對丁提出告訴之效力及於甲  

 (B)對丁提出告訴之效力及於丙 

 (C)對丁撤回告訴之效力不及於甲  

 (D)對丙撤回告訴之效力不及於丁 

 (E)對丙撤回告訴之效力不及於甲   

33. 為鑑定被告心神狀態或身體之必要，得對被告實施鑑定留置。依實務見

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實施鑑定留置的處所是看守所  

 (B)鑑定留置不論期間長短或被告是否經拘提、逮捕到場，均應用鑑定留

置票 

 (C)鑑定留置票，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審判中由法官簽名  

 (D)鑑定留置期間之日數，將來若為有罪判決，於執行時可折抵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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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對於鑑定留置之裁定，被告得提起抗告 

34. 下列何種原因發生，視為撤銷羈押，無庸經過法院裁定，應立即將羈押

中的被告釋放？ 

 (A)羈押原因消滅 (B)羈押期滿，延長羈押之裁

定未經合法送達 

 (C)羈押之被告受不起訴處分 (D)偵查中羈押期滿，未經起

訴 

 (E)羈押之被告受緩刑之判決 

35. 下列何者得提起「抗告」？ 

 (A)聲請法官迴避經裁定駁回者 (B)對證人科罰鍰之處分 

 (C)關於通訊監察之裁定 (D)聲請調查證據經裁定駁

回者 

 (E)限制辯護人與被告接見或互通書信之處分  

36. 關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偵查不公開係為維持偵查效率，以順利進行偵查計畫，完成蒐證活動

  

 (B)偵查不公開係基於落實無罪推定原則，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名譽 

 (C)為達成犯罪偵查之目的，絶不可公開偵查中之事項 

 (D)偵查不公開係為保障被害人之名譽，亦有稱之為「名譽保護原則」 

 (E)為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辯護人在場，只能見而不能聽聞 

37. 關於「證據能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證據能力是指證據可以進入審判庭中做為證據調查之資格 

 (B)證據能力是指證據可以證明犯罪事實的程度  

 (C)欠缺任意性的自白，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均衡維護後，可具有

證據能力  

 (D)15歲的少年為證人時，其未具結的證言無證據能力 

 (E)證人之個人意見，必定無證據能力   

38. 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詢問筆錄之製作，原則上應由詢問以外之人為之，但情況急迫不能為

之者，不在此限  

 (B)對於犯罪嫌疑人請求對質，認為顯無必要時，得拒絶之 

 (C)詢問筆錄未全程錄音時，必然無證據能力  

 (D)對於夜間拘提或逮捕到場者，為查驗其人別有無錯誤，得以夜間詢問 

 (E)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內容不符者，可聲請播放錄音內容核對

更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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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司法警察甲持法院簽發之拘票，前去拘提乙赴法庭參與審判。乙聽聞電

鈴響，開門探詢訪客來意。經甲出示拘票，始知自己已被法院下命拘提，

於是奪門而出，逃避拘提。甲因未能拘提乙，萬分懊惱，一方面又想，

既然門已開啟，不妨進去瞧瞧。進到屋子後，看到客廳桌上有吸食器及

幾包裝有疑似毒品的白色粉末，經測試為海洛因，於是全部扣押回去。

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因執行拘提，可以逕行搜索該住所，吸食器及毒品為合法取得 

 (B)甲因執行拘提，不可以逕行搜索該住所，吸食器及毒品為違法取得 

 (C)因門已打開，甲可以逕行搜索該住所，吸食器及毒品為合法取得  

 (D)吸食器及毒品為合法取得，具有證據能力 

 (E)吸食器及毒品為違法取得，證據能力之有無，由法院權衡判斷   

40. 甲教唆乙殺 A，A 被殺死後，乙返家途中，因衣服沾有大量血跡，被巡

邏警察攔查，乙即自首自己殺人，警察隨即以殺人罪之準現行犯加以逮

捕，乙並供出其是受甲之教唆而殺 A，且甲正準備出國，於是警察乃立

即前往甲住所，要求甲開門，甲不從，警察乃強制進入甲家，經過一番

搜索，在其主臥衣櫃找到躲藏其中的甲，而加以拘捕。依實務見解，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警察可根據乙的供述，逕行進入甲住所，對甲進行緊急拘提  

 (B)警察可根據乙的供述，但仍需要有搜索票才可進入甲住所，對甲進行

緊急拘提 

 (C)警察不得以乙的供述，逕行進入甲住所，對甲進行緊急拘提 

 (D)刑訴法第 8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共犯包括教唆犯，所以可對甲緊急拘

提 

 (E)刑訴法第 8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共犯不包括教唆犯，所以不可對甲緊

急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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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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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及證物處理與鑑識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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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派人馬在餐廳發生鬥毆後逃逸，現場冰啤酒空罐灑落滿地，現場處理

人員應使用哪一種方法，才能快速有效地顯現指紋？ 

 (A)粉末法 (B)微粒子試劑法 (C)寧海德林法 (D) 氰

丙烯酸酯法 

2. 右圖為一慣用左手竊盜犯在現場留下的指紋，其紋型為何？ 

 (A)尺骨箕      

 (B)橈骨箕 

 (C)斗型紋  

 (D)囊型紋 

 

3. 對於乾燥吸水性檢體，下列指紋顯現法：①光學檢查法、②物理顯現法、

③硝酸銀法、         ④寧海德林法、⑤DFO法，何者的順序較佳？ 

 (A)①②④     (B)②④③ (C)④③⑤ (D) ⑤

④② 

4. 依「刑事鑑識手冊修正規定」，下列關於射擊殘跡證物處理之描述，何者

較不適合？ 

 (A)同案查獲槍彈證物應同時採取其彈殼內之射擊殘跡   

 (B)採取手部射擊殘跡宜於案發後 24小時內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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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應以黏有雙面碳膠之鋁座分別黏取不同部位之射擊殘跡  

 (D)同案若有槍彈證物可供鑑定，則以槍彈證物之鑑定為優先 

5. 有腳架可使用的情形下，下列哪一種攝影條件組合較適合微物跡證的近

距離攝影？ 

 (A)光圈值 11、快門
125

1
、感光速度 100      

 (B)光圈值 4、快門
60

1
、感光速度 800 

 (C)光圈值 5.6、快門
4

1
、感光速度 100  

 (D)光圈值 11、快門
1000

1
、感光速度 1600 

6. 進行濫用藥物尿液檢驗時，在尿液中檢測出何種成分可用來確認嫌犯有

吸食海洛因？ 

 (A)海洛因 (B)嗎啡 (C)3-尿甘酸-嗎啡 (D)6-

乙醯嗎啡 

7. 刑案現場處理過程，以攝影方式記錄現場是最方便、直接的方法，根據

經驗若想拍攝出預期效果的現場照片，則現場處理人員應考慮使用下列

哪種攝影模式較為恰當？ 

 (A)M模式 (B)P模式 (C)A模式 (D)S

模式 

8. 近年來出現許多所謂的設計師藥物，主要是為了躲避法律的規範，在這

些新興毒品中，被稱為「喵喵」的是哪一種？ 

 (A)Nimetazepam (B)Mephedrone (C)Methylone

 (D)Flunitrazepam 

9. 刑案現場蒐尋應有計畫、有系統，才不會有疏漏。在一個室內槍擊案現

場，若要蒐尋現場可能遺留的槍彈，下列何種方法比較適合？ 

 (A)格狀法 (B)條狀法 (C)螺狀法 (D) 列

隊法 

10. 為發現犯罪的真實狀況、兇嫌與被害人的關係、可能的身分、死因、是

否有冒名頂替、證言是否真實等，以釐清事實，偵查人員所利用的方法

稱為？ 

 (A)現場表演 (B)現場再造 (C)現場重建 (D) 犯

罪剖繪 

11. 下列關於血液組成之描述，何者較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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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血漿約佔 45％  

 (B)血清中幾乎不具有纖維蛋白原或纖維蛋白 

 (C)人類紅血球細胞核中具有 46條染色體  

 (D)每微升約具有 450至 500萬個血小板 

12. 下列哪一個方法不適合應用於血斑之確認性試驗？ 

(A)Teichmann crystal test (B)Chromatographic method 

(C)Immunoassay (D)Kastle-Meyer test 

13. 下列何種免疫分析法，可在數分鐘內得知檢體中是否含有人血？ 

(A)Ring precipitin test (B)Single diffusion in two 

dimension 

(C)Immunoelectrophoresis (D)Ouchterlony double 

diffusion test 

14. 下列哪一種顯微鏡較適合應用於毛髮皮質特徵觀察？ 

(A)實體顯微鏡 (B)掃瞄式電子顯微鏡 

(C)複式生物顯微鏡 (D)位相差顯微鏡 

15. 下列哪一個英文字母為帳形紋之縮寫？ 

 (A)A (B)T (C)R (D)W 

16. 關於 hair index的定義，何者正確？ 

 (A)毛髮鱗片數目/毛髮直徑   (B)毛髮鱗片數目/毛髮單位

長度 

 (C)毛髮髓質直徑/毛髮直徑 (D)毛髮短徑/毛髮長徑 

17. 關於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之描述，何者正確？ 

 (A)為一種蛋白質定序的技術 (B)為一種 DNA定序的技術 

 (C)為一種蛋白質複製的技術 (D)為一種 DNA複製的技術 

18. 針對車禍現場肇事逃逸車輛遺留之油漆片，若要同時獲得各漆層之厚度

與元素分佈等資訊，下列哪一種分析方法最適合？ 

 (A)掃描電子顯微/X-射線能譜法(SEM/EDS)  

 (B)顯微紅外線光譜法(micro-FTIR) 

 (C)原子吸收光譜法(AAS) 

 (D)感導偶合電漿質譜法(ICP-MS) 

19. 下列何種纖維之單元體為葡萄糖？ 

 (A)蠶絲 (B)亞麻 (C)石棉 (D) 蜘

蛛絲 

20. 關於彈頭來復線特徵之描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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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來復線旋轉 180度所經之長度稱為纏距    

 (B)來復線以 10至 12條最常見 

 (C)由槍管內往另一端望去，來復線呈順時針方向旋去者為右旋 

 (D)實驗室常以偏光顯微鏡進行來復線特徵比對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警方在 PUB臨檢，發現現場有可疑的海洛因毒品，請問偵查人員應使用

哪些毒品呈色試劑，才能檢測出可能是海洛因？ 

 (A)Marquis   (B)Dille-Koppanyi 

 (C)Duquenois-Levine (D)Scott 

 (E)Conc. Nitric acid   

22. 下列哪些屬於二級高爆藥？ 

 (A)硝酸銨(ammonium nitrate,AN) (B)海掃更(RDX；hexagon)  

 (C)乳膠炸藥(explosive emulsions) (D)代拿邁（dynamite） 

 (E)史帝芬酸鉛(lead styphnate) 

23. 覺醒劑能刺激人體交感神經，產生興奮、疲勞感減輕、食慾減小、增加

清醒感及提高工作效率等，下列何種藥劑可能具有覺醒劑的效果？ 

 (A)甲基安非他命 (B)古柯鹼 

 (C)潘他挫新 (D)MDMA 

 (E)PCP   

24. 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條規定，下列何者為二級毒品？ 

 (A)美沙冬 (B)丁基原啡因 

 (C)古柯 (D)卡西酮 

 (E)大麻 

25. 最近某監獄挾持事件中，現場處理人員若要瞭解嫌犯有無開槍射擊，可

使用呈色試驗檢測可能的射擊殘跡，下列哪些方法適合？ 

 (A)二苯胺試驗 (B)格里斯試驗 

 (C)華克試驗 (D)魯米諾試驗 

 (E)酚酞試驗   

26. 現場處理人員到達現場後，必須記錄所發現的暫時性跡證，以免錯失良

機，下列哪些可能是暫時性跡證？ 

 (A)汽油味 (B)屍體溫度 

 (C)火焰的顏色 (D)被屍體壓過的草 

 (E)盥洗室內濕的血腳印   

27. 現場蒐集物證之檢驗結果可分為類別性特徵及個化性特徵，下列哪些物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C00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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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具有個化性特徵？ 

 (A)ABO血型 (B)油漆片成分 

 (C)輪胎印 (D)毛髮表皮型態 

 (E)工具痕跡   

28. 關於縱火現場勘查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勘查順序應該先確定起火原因，再研判起火點，最後確定起火處  

 (B)應選擇制高點由上而下進行觀察，以研判燃燒破壞之範圍 

 (C)在火場內應先進行「動態勘查」，再進行「靜態勘查」 

 (D)加油站的汽油燃燒可能會產生黑色的煙  

 (E)縱火殘跡之採樣，應以多孔性具吸附能力的檢體為主   

29. 下列有關鏡頭與景深的敘述，何者正確？ 

 (A)標準鏡頭之攝角為 50度左右 (B)廣角鏡頭的攝角比標準

鏡頭大 

 (C)望遠鏡頭的景深比標準鏡頭長 (D)鏡頭的光圈值愈大，析像

力愈佳 

 (E)鏡頭的模糊圈愈大，景深愈短   

30. 黑色火藥最具歷史意義，也是混合爆藥中最常使用者，下列何者為其主

要成分？ 

 (A)硝酸銨 (B)硝酸鉀 

 (C)氯酸鉀 (D)碳粉 

 (E)硫粉   

31. 性侵案加害者之輸精管若已結紮，則精液中哪些成分的鑑定可證明檢體

中確實含有精液？ 

 (A)choline (B)spermine 

 (C)acid phosphotase (D)p30 

 (E)seminal vesicle-specific antigen   

32. 下列哪些生物特徵的分析具有個化的可能性？ 

 (A)Y-STR之型別組合 (B)Y-SNP之型別組合 

 (C)細胞核 STR之型別組合 (D)細胞核 SNP之型別組合 

 (E)血液系統群之型別組合   

33. 下列關於 ABO血型之描述，正確者有哪些？ 

 (A)A型者之紅血球表面不具有 B及 H抗原 

 (B)B型者之血清不具有 B及 H抗體 

 (C)O型者之紅血球表面不具有 A、B及 H抗原 

 (D)AB型者之血清不具有 A、B及 H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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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B型者之紅血球表面可能同時具有 A、B及 H抗原 

34. 下列哪些分析技術或方法具有將不同性質或成分分離的特性？ 

 (A)液相層析法 

 (B)電泳法 

 (C)顯微光譜分析 

 (D)掃描電子顯微/X-射線能譜法(SEM/EDS) 

 (E)酵素連結吸附免疫分析法(ELISA)   

35. 下列哪些血型系統屬於血清蛋白型？ 

 (A)Transferrin (Tf) (B)Phosphoglucomutase 

(PGM) 

 (C)Acid phosphatase (ACP) (D)Rh 

 (E)Haptoglobin (Hp) 

36. 以下關於指紋之描述，正確者有哪些？ 

 (A)狹義的指紋定義為分佈於第一指節紋之陰紋 

 (B)印於指紋卡上左大拇指之指紋，箕口方向若向右則為反箕 

 (C)箕形紋之紋型區內含兩個三角 

 (D)囊形紋之紋型區內含兩個三角 

 (E)雙箕形紋之紋型區內含兩個三角 

37. 以下關於屍體變化之描述，正確者有哪些？ 

 (A)人死後，屍體自然逐漸冷卻，每小時約下降 0.6-0.8℃ 

 (B)死亡 12小時，屍斑就很明顯 

 (C)人死後，於半小時內全身肌肉開始收縮而產生死後僵直 

 (D)死後僵直屬於上行型者，僵直現象自腳部開始 

 (E)硫化氫中毒死亡，則屍斑呈綠色 

38. 哪些是土壤證物常用的物理分析比對方法？ 

 (A)使用 2-3種以上不同光源進行顏色比對 

 (B) pH值檢測 

 (C)相對折射率檢測 

 (D)粒子大小分佈 

 (E)階梯密度分佈 

39. 與血紅素有關的分析，可應用於哪些鑑定？ 

 (A)種屬鑑定     (B)個化鑑定 

 (C)母系遺傳鑑定 (D)胎兒血鑑定 

 (E)經血鑑定 

40. 以下哪些構造含有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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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葉綠體 (B)質體 

 (C)高爾基體 (D)粒線體 

 (E)細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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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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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為中央警察主管機關？ 

 (A)行政院     (B)法務部 (C)內政部 (D) 內

政部警政署 

2. 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規定，原則上警察人員考試二等考試及格者，取得

下列何種任官資格？ 

 (A)警佐一階     (B)警正四階 (C)警正三階 (D) 警

正二階 

3. 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規定，警察官之任用，除警察人員考試及格外，

職務等階最高列下列何種官等官階以上者，非經警察大學或警官學校畢

業或訓練合格者，不得任用？ 

 (A)警正三階    (B)警正四階 (C)警佐一階 (D) 警

佐二階 

4. 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規定，除升官等任用者外，初任警監官等警察官之年

齡，不得超過幾歲？ 

 (A)40歲   (B)45歲 (C)50歲 (D)55

歲 

5. 下列有關「各級警察機關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武器彈藥統籌調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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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敘述，何者錯誤？ 

 (A)警用武器彈藥之保養及修理，由使用機關自行編列預算辦理    

(B)警察機關勤務及訓練耗用之彈藥，應每月繕造清冊，報請警政署核處

  

(C)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武器彈藥，由警政署統籌調配  

(D)各級警察機關應按月將警用武器彈藥使用狀況列表，報請警政署備查 

6. 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第 8 條規定，警械執照應每幾年

換領 1次？ 

 (A)1年   (B)2年 (C)3年 (D)4

年 

7. 依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警棍之種類

規格？ 

 (A)電氣警棍 (B)膠質警棍 (C)木質警棍 (D) 鋼

（鐵）質伸縮警棍 

8. 下列有關駐衛警察及其使用警械管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A)「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之法源係「警察人員人事

條例」  

(B)「駐衛警察使用警械管理辦法」之法源為「警械使用條例」 

(C)駐衛警察使用警械之訓練，由警政署辦理 

(D)駐衛警察配用警棍，得自行購置，並列冊報當地警察局（分局）備查 

9. 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規定，警政署為辦理警械鑑驗及

認定事項，得設審議會，其委員由下列何者遴選之？ 

 (A)內政部   (B)警政署 

 (C)各縣(市)政府警察局 (D)刑事警察局 

10. 依「警察人員使用警械致人傷亡財產損失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喪葬費支

給標準」，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依法使用警械致第三人死亡者，除給與一次

慰撫金 250萬元外，並核實支付喪葬費，最高以新臺幣多少元為限？ 

 (A)30萬元 (B)50萬元 (C)70 萬 元

 (D)100萬元 

11.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列何者得處以拘留？ 

 (A)從事性交易 

(B)在公共場所，意圖與人性交易而拉客 

 (C)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與人性交易而拉客 

(D)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意圖媒合性交易而拉客 

12.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相關法規命令之規定，某甲參與某乙於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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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內所經營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經警查獲屬實，下列相關敘述，

何者正確？ 

 (A)得處以某甲罰鍰或拘留    (B)某乙必須有營利行為   

 (C)某甲應送法院裁定 (D)某甲不服裁定得提起抗

告 

13.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被處罰人不服警察機關之處分者，得於處

分書送達之翌日起幾日內聲明異議？ 

 (A)5日 (B)7日 (C)10日 (D)30

日 

14.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A)處罰之執行，由警察機關為之    (B)處罰，於裁處確定後執行

之 

 (C)拘留，應在拘留所內執行之 (D)罰鍰易以拘留由警察機

關處分之 

15. 依「拘留所設置管理辦法」規定，家屬申請接見被拘留人，應在接見室

為之，每次接見時間原則上不得逾多久? 

 (A)半小時 (B)1小時 (C)2小時 (D)3

小時 

16. 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之法律性質為何？ 

 (A)法律   (B)法規命令 

 (C)行政規則 (D)自治規章   

17. 依「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警察遴選第

三人應查核事項？ 

 (A)忠誠度及信賴度     (B)經濟及交友狀況 

 (C)工作及生活背景 (D)合作意願及動機   

18.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由警察執法人員於公共場

所經由個別判斷以決定是否進行查證身分之情形？ 

 (A)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B)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C)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  

(D)有事實足認為防止他人生命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者 

19. 依「行政執行法」及其細則規定，下列有關怠金之敘述，何者正確？ 

 (A)怠金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方法之一 

(B)經依規定處以怠金仍不履行其義務者，執行機關得連續處以怠金 

 (C)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處以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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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怠金係依其情節輕重處新臺幣 6千元以上 30萬元以下 

20. 下列有關拘留、管束、管收之敘述，何者正確？ 

 (A)拘留係秩序罰；管束是自由罰；管收為保全措施     

(B)罰鍰得易以拘留；管束是即時強制；怠金得易以管收 

 (C)拘留及管收須由法官裁定，管束則得由行政機關決定  

(D)警察執行拘留、管束及行政執行之管收均不得逾 5日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66 號解釋意旨，認修正前之「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 80條就處罰意圖得利與人姦、宿者拘留或罰鍰之規定，與平等原則不

符。請說明該條之立法規範目的為何？ 

 (A)避免人口販運 (B)維護國民健康 

 (C)提倡正當休閒 (D)維護善良風俗 

 (E)保障工作權益  

22.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意旨，下列有關臨檢執法之敘述，何

者正確？ 

(A)「警察勤務條例」非單純之組織法，兼有行為法之性質 

(B)臨檢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種  

(C)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救濟，均應有法律明確規範 

(D)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 

(E)警察臨檢得對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為

之 

23. 依「警察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下列哪些屬於警察官規事項？ 

 (A)組織編制 (B)職務等階 

 (C)任免遷調 (D)官等俸給 

 (E)勤務方式 

24.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意旨，警察臨檢實施之手段，對人或

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下列何種權利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

勤之原則？ 

 (A)行動自由 (B)居住自由 

 (C)財產權 (D)隱私權 

 (E)平等權 

25. 依「警察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下列有關保安警察派駐地方執行職務

之敘述，何者正確？ 

 (A)保安警察與當地警察機關關於勤務分配應會商行之 

(B)保安警察依指揮監督機關首長之命令，執行特定警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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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保安警察協助配駐地方警察行政業務，應受當地警察機關首長之指導 

(D)保安警察與當地警察機關基於治安或業務需要，得互請協助 

 (E)保安警察對當地警察機關居於輔助地位  

26. 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規定，下列何者

屬應勤器械？ 

 (A)防暴網 (B)手槍 

 (C)警銬 (D)警棍 

 (E)警繩 

27. 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規定，下列何者為得申請許可定

製之警械種類？ 

 (A)警棍 (B)警銬 

 (C)警刀 (D)防暴網 

 (E)電擊器  

28. 依「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何者屬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A)代履行費用     (B)稅款 

 (C)罰鍰 (D)罰金 

 (E)怠金  

29.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38條規定，違反該法之行為，涉嫌違反刑事法

律者，應移送檢察官依刑事法律規定辦理。但其行為應處下列哪些處罰

之部分，仍依該法規定處罰？ 

 (A)勒令歇業    (B)停止營業 

 (C)罰鍰 (D)申誡 

 (E)沒入 

30.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直接強制之方法？ 

 (A)代履行 (B)怠金 

 (C)註銷證照 (D)斷水斷電 

 (E)拆除住宅  

31. 下列何者為即時強制之方法？ 

 (A)對於物之扣留 (B)對於住宅之進入 

 (C)管收 (D)拘提 

 (E)對於人之管束  

32.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列何種處罰之執行時效為 6個月？ 

 (A)拘留 (B)易以拘留 

 (C)勒令歇業 (D)停止營業 

 (E)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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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列哪些違反該法行為有得減輕處罰之規

定？ 

 (A)情節可憫恕者    (B)出於過失者 

 (C)16歲人之違反行為 (D)幫助他人實施違反該法

之行為者 

 (E)行為未被發覺以前自首而受裁處者  

34.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列哪些違反該法之行為，不罰？ 

 (A)不可抗力之行為 (B)緊急避難之行為 

 (C)依法令之行為 (D)13歲人之行為 

 (E)心神喪失人之行為   

35. 下列「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加重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罰鍰，遇有依法加重時，得處以新臺幣 6萬元 

 (B)因處罰之加重，致拘留有不滿 1日之零數者，其零數不算 

 (C)經依法處罰執行完畢，3 個月內再有違反該法行為者，得加重處罰

  

(D)一行為而發生二以上之結果，而違反同條款之規定者，得加重其處罰 

 (E)在公共場所意圖媒合性交易而拉客，其情節重大者，得加重拘留至 3

日   

36. 依「行政執行法」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規定，下列哪些情形不得加

以管收？ 

 (A)現罹疾病，恐因管收而不能治療者 

 (B)懷胎 6月以上或生產後 2月未滿者 

 (C)因管收而致其無法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 

(D)因管收而致嚴重影響其名譽者 

 (E)因管收而其一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 

37. 下列「行政執行法」中關於怠金之敘述，何者正確？ 

 (A)不得連續處罰 (B)為間接強制方法 

 (C)為行政執行罰 (D)處分前應預為告誡 

 (E)一次不得超過新臺幣 20萬元   

38. 下列何者為「警察職權行使法」所規定之類型化職權措施？ 

 (A)進入住宅 (B)驅離 

 (C)沒收 (D)查證身分 

 (E)物之扣留  

39. 下列何者為「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所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

之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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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攔停交通工具 (B)詢問姓名及行為意圖 

 (C)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D)為安全而檢查其身體及

所攜帶之物 

 (E)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40.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6條規定，警察因人民之哪些法益有迫切之危

害，非進入不能救護時，得進入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 

 (A)生命 (B)身體 

 (C)自由 (D)財產 

 (E)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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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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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規定」，戶籍地警察分局列管查訪對象因故住

宿他轄警察分局轄區，逾下列多久期間，應填具治安顧慮人口動態通報

單，通報該他轄警察分局協助查訪？ 

 (A)1個月 (B)3個月 (C)5個月 (D) 半

年 

2. 值班人員對擔服深夜勤同仁進行叫班時，除應注意駐地安全外，原則上

應於其服勤前多久時間叫班？ 

 (A)10分鐘 (B)15分鐘 (C)20分鐘 (D) 半

小時 

3.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10款規定，警察得對曾犯

妨害自由罪者實施定期查訪，下列哪一項未列入該查訪對象？ 

(A)刑法第 296條之 1 (B)刑法第 302條 

(C)刑法第 303條 (D)刑法第 304條 

4. 繼英國倫敦於 1829年成立現代警察單位後，美國波士頓在 1838年創立

了全國第一個警察局，而後的紐約警察局是在下列哪一年成立？ 

 (A)1840年 (B)1842年 (C)1844 年

 (D)18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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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國學者 James Q. Wilson 指出警察機關具有「由下往上階級組織式的

增加」之獨特性，因此巡邏人員確實是警政政策的決定者。請問：下列

何者符合該「獨特性」？ 

 (A)裁量（discretion）  

 (B)潛在性衝擊（potential impact） 

 (C)警察權力（the authority of police） 

 (D)反應（respond） 

6. 我國行政學者酆裕坤認為，減少警察危害（Police Hazards）是巡邏工

作項目之一，消除與減少警察危害，實為巡邏最重要之職責。美國警察

學者和麥（August Vollmer）則將警察危害分成 4 項。請問：警察若能

對運動會、競賽集會、政治會議或遊行大會等加強巡邏，應可減少哪一

項危害？ 

 (A)人物 (B)地方 (C)財產 (D) 情

事 

7. 美國憲法明定，「搜索」、「扣押」以持有令狀為原則，該國最高法院因汽

車搜索之特性，容許有多種「汽車例外」原則。該例外原則依最高法院

相關判例歸納出無令狀之汽車搜索，係基於「機動」理論和下列哪一項

理論相互作用之結果？ 

 (A)合理隱私期待 (B)較多隱私期待 (C)較少隱私期待 (D) 不

須隱私期待 

8.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對屢查不遇治安顧慮人口，應以書

面或電話與受查訪人約定時間查訪，如受查訪人行蹤不明，應通報下列

何項作為？ 

(A)行方不明 (B)協尋（管） 

(C)戶籍地警察機關查訪 (D)居住地警察機關查訪 

9.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對滯留之人基於下列哪種認知？認為

其有陰謀、預備、著手實施重大犯罪或有人犯藏匿之處所者，得查證其

身分。 

 (A)合理懷疑    (B)相當理由 (C)應有許可 (D) 有

事實足認 

10.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汽車駕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

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多少毫克以上，不得駕車？  

 (A)0.15    (B)0.18 (C)0.25

 (D)0.28 

11.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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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須處罰鍰、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

駕駛執照 1年；如附載有下列未滿幾歲兒童，應吊扣其駕駛執照 2年？ 

 (A)4歲 (B)6歲 (C)8歲 (D)12

歲 

12. 日本派出所的「交番（派出所）諮詢員」乃是不具有警察身分之非常設

職員，從事聽取地區居民意見、受理被害人報案、失物受理與招領、事

件（故）發生聯絡及地區導覽等相關業務，請問：此類諮詢員大多以下

列何者為主？ 

 (A)義工媽媽 (B)退休公務員 (C)退休警察 (D) 社

區義工 

13. 問題導向之 SARA模式中計有 4種階段，其中應界定問題，而問題資料來

源有居民投訴、警察紀錄、情報資料及政府機構，問題必須以型態

（pattern）方式表達，而且問題至少要有加害者、被害者、地點、時間

及行為等要素，係屬下列哪一階段？ 

(A)Assessment (B)Response 

(C)Analysis (D)Scanning 

14. 戶籍被逕遷至戶政事務所或監獄者，戶籍地警勤區員警對戶內人口，應

每隔下列多久時間與上述機關（連繫窗口人員）保持聯繫，並註記相關

簿冊替代訪查？ 

 (A)1個月 (B)2個月 (C)3個月 (D) 半

年 

15. 下列何者為勤區查察時，應攜帶外出之簿冊表卡？○1 警勤區概況表；○2 家

戶 訪 查 簿 ； 

○3 警勤區記事簿；○4 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 

 (A)○1 ○3  (B)○2 ○4  (C)○3 ○4  (D) ○2

○3 ○4  

16. 下列何者屬於「家戶訪查簿」裝訂之表卡？○1 警勤區交接登記表；○2 戶

卡片目錄；○3 記事卡；○4 社區治安及為民服務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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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17. 依「警察機關勤區查察處理系統作業規定」，警勤區內應建暫住人口戶卡

片者，屬於下列哪一對象？ 

 (A)未設籍當地而於轄內活動人口（如公司、行號之負責人等）   

 (B)大陸地區人民，入境居（停）留期間者 

 (C)身分不明者（以社會處給予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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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僑居國外人民（以在臺原有戶籍者） 

18. 行政機關為達成行政目的所為之資料蒐集活動，屬於下列哪一項？ 

 (A)行政指導   (B)行政諮詢 (C)行政協助 (D) 行

政調查 

19.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規定」，戶籍地警察局應於每月之下列幾日

前，製作新核定查訪對象名冊及治安顧慮人口統計表，送刑事警察局？ 

 (A)下旬 (B)5日 (C)7日 (D) 月

底 

20. 因各社區都有不同狀況與環境，警察策略必須考慮各社區不同因素，而

授權各社區之基層警察分支機構，使其釐定之策略更能符合各社區之需

求；另ㄧ方面，基層員警因為自主性高，也會提昇工作成就與滿意度，

係屬下列哪一種社區警政之工作要項？ 

 (A)社區的犯罪預防 (B)指揮的分權化 (C)重組巡邏的活動 (D) 增

加警察的責任心與成就感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警察之常年訓練區分為一般訓練及專案訓練，下列何者屬於一般訓練之

目標？ 

 (A)組合訓練 (B)特定任務訓練 

 (C)幹部訓練 (D)業務訓練 

 (E)特殊任務警力訓練   

22. 下列有關警察勤務作為之年代敘述，何者正確？ 

 (A)民國 38年將警管區改為警勤區    (B)民國 43年公布警察法 

 (C)民國 92年發布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 (D)民國 96 年發布警察勤務

區家戶訪查辦法 

 (E)民國 97年發布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 

23. 學者 Bayley根據世界各國的實證資料，將警察所處工作情境分為十類工

作項目，下列何者屬之？ 

 (A)交通整理 (B)處理進行中之犯罪行為 

 (C)回答路人詢問（如問路） (D)已發生犯罪之偵查 

 (E)戶口查察 

24. 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勤區依自治區域、人口疏密劃分，應參酌

之情形，下列何者為條文所列舉？ 

 (A)警力多寡 (B)地區特性 

 (C)交通狀況 (D)工作繁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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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面積廣狹 

25. 在 1972年 10月 1日至 1973年 9月底，美國實施之堪薩斯市預防巡邏試

驗（the 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試驗不同警力

巡邏對犯罪率升降的影響。其研究設計係從 24個勤務區（beat）中挑選

出 15個，並依犯罪資料、服務需求電話總數、人種組合資料、平均收入

及流動人口資料等，分成下列哪些組別進行不同工作指派？ 

 (A)反應組 (B)隱藏組 

 (C)預警（先發）組 (D)控制組 

 (E)指導組   

26. 觸犯「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加害人，應列為家戶訪查對象，而司法為防

制暴力發生，對被害人所核發之保護令，有下列哪些種類？ 

 (A)非常保護令 (B)暫時保護令 

 (C)一般保護令 (D)臨時保護令 

 (E)通常保護令   

27.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對於公眾得出入場所之臨檢，以合法進入

及在營業時間為要件，而針對「合法進入」之進一步分析，下列何者進

入為適當？ 

 (A)已發生危害 (B)合乎法律規定之程序 

 (C)須有相當理由 (D)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

害 

 (E)合乎背景調查之必要   

28. 美國學者 Stephen（1992）認為，社區警政策略之社區警察一天的工作，

下列哪些工作屬之？ 

 (A)與居民合作犯罪預防方案 (B)與學校的學生談話 

 (C)執行社區守望崗 (D)處理行為不檢的民眾 

 (E)執行居民家戶訪問調查 

29.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詐欺罪者得定期實施查訪，係指曾

犯刑法之下列哪些條文之罪者？ 

 (A)第 338條 (B)第 338條之 1 

 (C)第 339條 (D)第 339條之 1 

 (E)第 341條 

30.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 條第 2

項所定之受毒品戒治人，得為定期查訪之對象，該對象係指下列哪些條

文所規範者？ 

 (A)第 18條第 1項 (B)第 20條第 2項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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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第 21條第 2項 (D)第 23條第 1項 

 (E)第 31條第 2項   

31. 許多犯罪和偏差行為事件是在實施日常生活的過程中發生的，遂有「日

常活動理論」的出現，而該理論認為犯罪的發生，應具有下列哪些要件？ 

 (A)合適的標的物 (B)互動作用 

 (C)犯罪的誘惑 (D)監控的缺乏 

 (E)有能力及動機的可能加害者   

32. 警勤區對記事二人口訪查之起迄期程規定，應自移送後開始訪查外，應

於判決確定執行徒刑完畢賡續訪查二年者；係指違反下列哪些法規之案

件？ 

 (A)性侵害防治法 (B)貪汙治罪條例 

 (C)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D)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E)家庭暴力防治法 

33.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 13條規定，巡邏勤務應視需要，採行下列哪些作

為，係為條文所列舉者？ 

 (A)採定線及不定線 (B)彈性調整巡邏區(線) 

 (C)妥適規劃巡邏路線 (D)結合守望、盤查 

 (E)於定時、不定時交互行之   

34.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須增加專案訪查之勤務，係

以該轄區內發生下列哪些情事？ 

 (A)屢次發生犯罪遭他轄查獲 (B)刑案績效不彰 

 (C)事故頻繁 (D)有發生重大犯罪 

 (E)有逃犯藏匿之虞     

35. 依「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遇有重大（要）違法（紀）案件或重

大治安事故發生，即行督導、查處及通報；而屬於「重大治安事故」者，

係指下列哪些事件？ 

 (A)群眾騷擾事件 (B)民間重大糾紛 

 (C)員警貪瀆事件 (D)暴力劫持事件 

 (E)重大軍警民糾紛   

36. 依「警察機關勤區查察處理系統作業規定」，員警應自行建立記事卡，或

系統由警政署各項應用系統轉入各項資料自動建立之記事卡，其資料內

容，下列何者屬之？ 

 (A)查捕逃犯資料 (B)刑案資料 

 (C)在監在所資料 (D)協尋中輟生資料 

 (E)列管自衛槍枝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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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 2條明示，依本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得

定期實施查訪之對象，係指曾犯刑法之下列哪些條文之罪者？ 

 (A)第 346條 (B)第 323條 

 (C)第 270條 (D)第 349條 

 (E)第 328條 

38.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妨害性自主罪者，係指曾犯刑法之

下列哪些條文之罪者？ 

 (A)第 220條 (B)第 222條 

 (C)第 227條 (D)第 228條 

 (E)第 230條 

39. 由於我國警力採集中散在併用制，造成層級、單位分散，而且警察機關

的直屬隊與內勤單位也多，又因兼採大陸法系觀點，主辦、協助業務過

多，造成基層警力人手普遍不足；另外治安事件也因發生時間、地點、

案件性質無法確定等因素，迫使基層員警不得不超勤加班。為應付今日

之治安挑戰，新北市警察局乃編組成立快打機動特警隊，其係以案發派

出所為軸心，結合鄰近派出所組成區域聯防，再由案發分局集結全數機

動警力，如有需要再結合鄰近分局組成區域聯防；最後結合警察局直屬

隊，期以快速、機動、專業、訓練有素之精良警力，打擊犯罪；此機制

之運作，係以下列何者為核心及特色？ 

 (A)靈活勤務指揮中心指揮調度 (B)先期資訊蒐集爭取處置

時效 

 (C)精實現場威嚇及戰鬥能力 (D)強化現場指揮官指揮處

置能力 

 (E)落實區域聯防機動支援機制 

40. 有關日本警察組織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全國設有 7個管區警察局 (B)道公安委員會下設有警

察局 

 (C)東京都知事下設有都公安委員會 (D)國家公安委員會設有委

員長 1人及委員 5人 

 (E)警視廳就所掌事務，指揮監督都道府縣之地方警察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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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共同科目 

 

憲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C B D C B C D A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B D A C A B D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E ABDE CD ABC ACE ACD ADE BCD ABCDE A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 AC BD ABCD ABC BCDE ABCE ABD ABCD ABC 

 

 

英文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A B E D E B A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B C B E D A C E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B A D B A C E D 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E B D A B A E C B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A D C E B D B E E C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4 年 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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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D D D C B A A A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D C A A C B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E ABDE ABDE AD BD BCDE AC CE BC 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 ABD DE BCDE AC ABD A BD BE AD 

 

 

警察勤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C C A D C B D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C D C B D A D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 CDE ABCD ABDE ACD BE ABD ABCDE CDE B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E AE ABE ACDE ABD ABC AE BCD ADE ABCD 

 

 

警察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C A C D B A C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A D A B B C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D ABCDE BCD ACD ABCDE ACE ABDE ABCE ABCE 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E AC ABCD ABCDE ABC ABE BCD ABDE ACD ABD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4 年 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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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D D D C B A A A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D C A A C B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E ABDE ABDE AD BD BCDE AC CE BC 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 ABD DE BCDE AC ABD A BD BE AD 

 

 

犯罪偵查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D C B C B D B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C A C B A C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 ACD BD AC BD BCDE ABCD BCD DE A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E ABDE ABD ACD CE ABCE AC ACE ABCD DE 

 

 

現場及證物處理與鑑識概論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D B A D A B A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A C B D D A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E ABCD ABD ACDE ABC ABCDE CE BDE ABD B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E CDE BDE AB AE BDE ABDE ABDE AD ABD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4 年 5 月 27 日 24 時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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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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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學系 

 

消防法規與消防安全設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A D B C C A D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A C B B A B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 BCE BC AC BD DE AE AD BD 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C BDE ADE ADE BCDE ABE ACDE ABCD AC CD 

 

 

火災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A B B D B C D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A B A C D D B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DE BCD ABE ABE ABCDE DE BCE ABDE ABC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 CDE CD DE BC BCDE BD CD ACD AB 

 

 

消防實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C D B B B A A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B B B B B B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E ACD CE ABDE BE ABE ABDE AC BCD A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 AD ABE DE ABC BD ADE BDE ABC ABCD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4 年 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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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D C B D A D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B A C B C D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E ABCD BD ABCE BCDE BC DE ABD ABCDE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D DE ABCE ACDE BCD ABC ABCE ACE C ABDE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D A C B C A A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C B B A B B A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E BD BDE CD ABCDE A ABCD ABCE ABCD AB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E ABCD BCD BD BDE BCD CDE BE ABCDE BCE 

 

 

交通工程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D B B C B D A A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B C B A B B A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DE ABDE BCE AC ABDE DE ACD ADE ABCE A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DE ABCE CDE BCE BDE ABDE ABCDE CE BCE ABCD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4 年 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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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C B A A A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D C A A C B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E ABDE ABDE AD BD BCDE AC CE BC 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 ABD DE BCDE AC ABD A BD BE AD 

 

航海學及輪機學概要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D B A A C D B C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B A D D C A A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 AE CDE AB A B ABCDE ABC BD 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 AE ABD ABCE ACDE CD ABDE ADE BDE ADE 

 

海巡法規及國際海洋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A D A D A A D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C C C B B B D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E D BC CE ABE ABC A AB D AB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 BE BCD BDE ABDE BCE ADE AB ABCDE ABCD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4 年 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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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