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警察大學95年警佐班第26期
（第1、3類）入學考試

「國文」試題

壹、公文題（40分）

▲試擬內政部警政署致所屬警察機關函：為維護「清源專案」執行成果，

請依本署「斷絕犯罪根源強化作為」方案，持續全面掃蕩，防止死灰復

燃，以有效斷絕犯罪根源。

▲「人生在世唯有付出才會更充實，在我們的週遭，處處充滿這種高貴的

情操，如義警、義消、義交、山青、慈濟志工、學校導護及醫院義工等

各種行善團體，他（她）們都無私的奉獻出時間、金錢與溫情。」請以

「志工」為題，寫出你（妳）對警察工作的看法與作法。



中央警察大學95年警佐班第26期
（第1、3類）入學考試

「憲法」題解

單一選擇題（共50分）

（B）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所補選之總統、

副總統其任期：（A）全部重新起算（B）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C）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決定（D）由立法院決定

（A）第七次修憲後，我國領土之變更，須先由立法院提出領土變更案，

經公告半年後，再交由下列何者投票複決？（A）中華民國自由地

區選舉人（B）國民大會（C）立法院（D）監察院

（D）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後，應

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經下列何者判決成立時，被彈劾人應即

解職？（A）最高法院（B）中央選舉委員會（C）監察院（D）憲

法法庭

（C）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理，應以扶植自耕農及自行使用土地人為

原則，並規定其：（A）耕種之方式（B）作物之種類（C）適當經

營之面積（D）建築物之面積

（B）立法院之會期，每年兩次，自行集會，第一次為：（A）自一月至

四月底（B）自二月至五月底（C）自二月至六月底（D）自七月至

十月底

（A）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考試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考試委

員若干人，由總統提名，經下列何者同意任命之？（A）立法院

（B）行政院（C）司法院（D）監察院

（B）總統依法宣佈戒嚴，但須經下列何者之通過或追認？（A）行政院

（B）立法院（C）司法院（D）監察院

（A）附著於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眾利用之天然力，屬於：（A）

國家所有（B）土地所有權人所有（C）國家與所有權人共有（D）

由法律定之



（D）監察院對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認為有失職或違法情事，得提出：

（A）糾正案或彈劾案（B）糾正案或改善案（C）糾舉案或糾正案

（D）糾舉案或彈劾案

（B）考試院關於所掌事項，得向下列何者提出法律案？（A）行政院

（B）立法院（C）監察院（D）總統府

（D）下列何者依憲法明文規定，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行業務？（A）

立法委員（B）大法官（C）考試委員（D）監察委員

（C）由縣立法並執行之事項，有涉及二縣以上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

得由：（A）中央辦理（B）省政府辦理（C）有關各縣共同辦理

（D）中央與地方共同辦理

（B）中華民國國民除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年滿幾歲者，有依法被

選舉之權：（A）二十歲（B）二十三歲（C）二十五歲（D）四十

歲

（D）立法院除經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得召開臨時會外，下

列何者亦可咨請召開臨時會？（A）行政院院長（B）立法院院長

（C）監察院院長（D）總統

（B）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不受：（A）監察院

之彈劾（B）刑事上之訴究（C）立法院之彈劾（D）刑事與民事之

訴究

（A）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

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下列何者決議發佈緊急命令？（A）

行政院會議（B）立法院會議（C）監察院會議（D）國家安全會議

（B）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總統發佈行政院院長與依憲法經立法院同

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A）須經行政院長之副署（B）無須行

政院長之副署（C）須經立法院長之副署（D）須經監察院長之副

署

（A）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業，認為有妨害國計民生之平衡發

展者，應：（A）以法律限制之（B）收歸國有（C）課徵所得稅

（D）課徵贈與稅

（A）修憲之後，下列何者已非監察院之職權？（A）同意權（B）彈劾



權（C）糾舉權（D）審計權

（C）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A）總

統直接任命之（B）行政院長直接任命之（C）行政院長提請總統

任命之（D）行政院長提請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C）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其中由自由地區直轄

市、縣市選出者有：（A）七十人（B）七十二人（C）七十三人

（D）七十六人

（C）第七次修憲後，省設省諮議會，而省諮議會議員之產生方式為：

（A）由總統直接任命之（B）由行政院長直接任命之（C）由行政

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D）由省民直接選出之

（D）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四十歲，得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但

下列何者不得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A）立法委員（B）

政務官（C）警察（D）現役軍人

（C）我國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如遇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其爭議：

（A）由總統解決之（B）由行政院解決之（C）由立法院解決之

（D）由大法官解決之

（D）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經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者，於選舉

投票日前候選人：（A）得撤回登記（B）由政黨協商決定（C）由

中央選舉委員會決定（D）不得撤回登記

申論題（共50分）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立法院得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不信任

案若通過，總統與行政院院長應如何處置？又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何

以一年內立法院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試說明之。

▲近來有關地方警政首長之任命，又再度引發中央與地方之爭議，其原因

何在？對此一問題我國憲法與地方制度法有何規定？而又應如何加以解

決？請試就己見析論之。



中央警察大學95年警佐班第26期
（第1、3類）入學考試

「警察法規」題解

單一選擇題（共50分）

（C）下列何者負責執行全國警察行政事務？（A）行政院（B）內政部

（C）內政部警政署（D）各縣市警察局

（C）下列何者不屬於公務員懲戒法或警察人員管理條例規定之懲戒、懲

處種類？（A）免職（B）休職（C）停職（D）免官

（C）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有關警察之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釋

字第307號解釋意旨，認警政集權中央化，故警政預算均由中央編

列（B）釋字第535號解釋意旨，認警察對人或對交通工具臨檢，

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已構成（B）犯罪為限（C）釋字第570號解釋

理由書，指出警察法第2條規定，僅具組織法性質，欠缺行為法之

（C）功能，不得據以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D）釋字第588號解釋

意旨，認憲法第8條第1項所稱之「警察機關」係僅指組織法上之

「警察」

（A）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9條之規定，警察在集會遊行或其他公共活

動之蒐證，是由下列何者決定？（A）執法之警察人員（B）警察

分局長（C）刑事偵查隊長（D）警察局長

（D）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有關「警察機關主管長官」之範圍，

下列何者屬之？（A）警察分駐所長（B）分局之警備隊長（C）分

局之刑事偵查隊長（D）離島之警察所所長

（B）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2項後段之規定，警察有事實足認其有

犯罪之虞者，並得檢查交通工具。此處之「檢查」，目的何在？

（A）保護警察執法安全（B）蒐集犯罪證據（C）去除目前急迫危

害（D）進行查證身分

（C）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7條之規定，警察行使職權時，為排除危

害，得將妨礙之人、車暫時驅離之措施，係屬於：（A）間接強制

（B）直接強制（C）即時強制（D）行政指導



（A）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警察行使職權之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

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義務人得於警察行使職權時，當場為下列

何種救濟？（A）表示異議（B）提出陳情（C）申請再審（D）提

出訴願

（A）下列有關時效之規定，何者正確？（A）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

定，損失補償，自損失發生後，經過5年者，得請求之（B）違反

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其追究時效為3個月（C）違反社會秩序維

護法行為經裁處拘留者，其執行時效為3個月（D）依警察職權行

使法之規定，經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自攔停起不得逾24小時

（C）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7條之規定，下列何者為警察查證人民身分

可採取之必要措施？（A）捺印指紋（B）照相錄影（C）攔停詢問

（D）檢查交通工具

（B）警察為查證人民身分，若有明顯事實足以認其有攜帶危險物品者，

得檢查其身體。下列有關此「檢查」之敘述，何者正確？（A）

「檢查」等同於「搜索」（B）「檢查」僅得對受檢者衣服外部

進行拍搜（C）「檢查」之目的在於蒐取犯罪證物（D）得依法攔

停，即得對之進行「檢查」

（C）警察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管束人民，於必要時，得對之使用警銬，

下列何者情形不屬之？（A）抗拒管束措施時（B）有攻擊警察或

他人之虞時（C）酗酒泥醉時（D）有自殺、自傷之虞時

（D）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下列有關查訪治安顧慮人口之敘述，

何者正確？（A）目的在於提供協助（B）查訪屬於強制性措施

（C）因犯罪服刑假釋出獄後5年內得為查訪（D）「治安顧慮人口

查訪辦法」為法規命令

（C）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0條之監視器所蒐集之資料，除因調查犯

罪嫌疑或其他違法行為，有保存之必要者外，至遲應於資料製作

完成時起多久內銷毀之？（A）立即銷毀（B）三個月（C）一年

（D）五年

（A）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有關「拘留」之裁處與執行，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A）警察機關不得裁處拘留，但得執行拘留（B）



地方法院簡易庭得裁處拘留，亦得執行拘留（C）拘留得易科罰鍰

（D）拘留得於拘留所或看守所執行

（A）下列法規命令，何者係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A）違反社會

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B）沒入物品處分規則（C）拘留所設

置管理辦法（D）留置室設置管理辦法

（D）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裁處與其不服之救濟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A）對警察所為停止營業之處分，得向法院簡易庭提起聲

明異議（B）對法院簡易庭所為拘留之裁定，得向法院普通庭提起

聲明異議（C）對警察所為罰鍰之處分，得向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

（D）對警察所為申誡之處分，得向法院簡易庭聲明異議

（B）專業警察機關得經內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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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已經核准具有該管轄權？（A）內政

部警政署台灣保安警察總隊（B）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C）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D）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

察第六總隊

（C）下列何者不屬於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處罰種類？（A）沒入（B）拘

留（C）留置（D）申誡

（B）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1條之規定，警察為防止犯罪，認有必

要，得經由下列何者之書面同意後，依法進行監視以蒐集治安資

料？（A）警政署長（B）警察局長（C）警察分局長（D）警察機

關主管長官

（D）警察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2條及同法第13條之規定，得遴選第三人

秘密蒐集相關治安資料，下列有關其敘述，何者正確？（A）「警

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由行政院定之（B）經遴選之第三

人係警察人員經遴選以擔任臥底偵查工作者（C）經遴選為第三人

者，不得給予任何名義、費用、及證明文件（D）經遴選之第三人

為證人者，適用關於證人保護法之規定

（C）警察依法得定期實施查訪治安顧慮人口，其查訪期間，以流氓感

訓處分執行完畢後幾年內為限？（A）一年（B）二年（C）三年

（D）五年



（B）判斷是否客觀上存有使用警械之情勢，不包括下列何者?（A）必須

客觀上存有使用警械之情狀（B）必須聽從警察機關主管長官之命

令（C）必須得以使用警械之客觀情狀現仍存續中（D）必須客觀

上有相當理由認為有使用警械之必要

（A）下列何者屬於「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規格表」之規格？（A）擊

昏槍（B）盾牌（C）電擊警棍（D）腳鐐

（B）依據警察教育條例第6條之規定，警察大學得設警佐班，辦理現職

人員之何種教育？（A）深造教育（B）進修教育（C）養成教育

（D）常年教育

申論題（共50分）

▲請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之規定，說明警察依法攔檢交通工具時，得

採行之必要職權措施及其要件各為何？又請說明警察對酒後駕車當事人

依法得否實施強制作為？

▲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違反該法之案件，由警察機關處分與法院

裁定之分配標準何在？又違反該法之行為，涉嫌違反刑事法律或少年事

件處理法者，應如何處理？



中央警察大學95年警佐班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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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及刑事訴訟法」題解

單一選擇題（共50分）

（C）依據新修正刑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從刑的種類？（A）抵償

（B）沒收（C）限制出境（D）禠奪公權

（C）依據新修正刑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緩刑的要件之一？（A）受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B）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C）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D）前因故意

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五年以內未曾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B）依據新修正刑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告訴乃論罪？（A）對配偶犯

刑法第二二五條第二項乘機猥褻罪（B）對配偶犯刑法第二二四條

強制猥褻罪（C）公務員執行職務時，犯刑法第二七七條第一項普

通傷害罪（D）十八歲以下犯刑法第二二一條強制性交罪

（B）甲基於概括犯意分別於九十五年二月、三月與四月持刀搶奪超商得

逞，假設甲於九十五年七月﹙新刑法施行後﹚接受審判，試問：

甲三次加重搶奪行為之間的競合關係為何？（A）成立數罪併罰

（B）成立連續犯（C）成立想像競合（D）成立牽連犯

（D）甲計畫行搶計程車，招得乙駕駛的計程車後，於行車途中拿出預藏

的武士刀架住乙脖子，命令乙將車停於路旁，並交出車鑰匙，乙

聽從並下車，此時，甲恐乙報警，頓萌殺機，下車追殺乙，乙送

醫後倖免於死。試問：甲成立何罪？（A）成立強盜結合罪（B）

成立強盜結合未遂罪（C）成立加重強盜既遂罪與殺人未遂罪，二

者想像競合（D）成立加重強盜既遂罪與殺人未遂罪，二者數罪併

罰

（C）甲因乙移情別戀而起殺機，某夜潛入乙宅，將睡在乙旁的丙誤以為

乙而殺之，造成丙不治死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甲對11乙

成立殺人未遂罪，對丙成立過失致死罪，二者想像競合（B）甲對



11乙成立殺人未遂罪，對丙成立過失致死罪，二者數罪併罰（C）

甲對丙成立殺人既遂罪（D）甲對丙成立客體不能的殺人未遂罪

（D）甲得知十二歲少年乙擬對丙宅縱火報復，甲樂觀其成，並告訴乙，

門前有只汽油桶送給他，乙對丙宅四周澆上甲送的汽油後點火

燃燒，造成丙宅半毀，所幸無人傷亡。試問：依據新修正刑法規

定，甲成立何罪？（A）不罰（B）刑法第一七三條放火罪的間接

正犯（C）刑法第一七三條放火罪的教唆犯（D）刑法第一七三條

放火罪的幫助犯

（D）甲開車回家時，與超車不當的乙車相撞，乙因傷趴在駕駛盤上。

甲下車想查看時，突然看見丙手拿一把武士刀由乙車內下車，並

朝著自己走過來，甲見狀，急忙上車逃離現場。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A）甲成立刑法第一八五條之四肇事逃逸罪（B）甲的逃逸

行為成立正當防衛（C）甲的逃逸行為防衛過當，得減輕或免除其

刑（D）甲的逃逸行為成立緊急避難

（A）甲告訴不知情的服務生乙，請乙將櫃檯旁的一只他人行李搬上甲的

車內，事實上，此行李屬於丙，因丙正專心看報，未注意到乙將

行李提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甲成立竊盜既遂罪（B）甲

成立竊盜罪的教唆犯（C）乙成立竊盜既遂罪（D）乙成立竊盜罪

的幫助犯

（B）甲與母親乙共同居住在一間三樓的公寓內，甲因與女友吵架而心情

不佳，於是點燃臥室內的棉被後，再跑到陽台撥打電話給乙，告

知家中失火，乙及時通知消防隊，當火勢被撲滅時，僅有臥室內

的家具遭燒燬。依據新修正刑法規定，甲成立何罪？（A）第一七

三條第二項與第二五條放火罪的未遂犯（B）第一七三條第二項與

第二七條第一項前段放火罪的中止犯（C）第一七三條第二項與第

二七條第一項後段放火罪的準中止犯（D）第一七三條第一項的放

火既遂罪

（D）甲等多人在乙上班途中多次尾隨其後，乙上樓報警並指稱，甲車

停放在其上班地點附近。警察潛至甲停放的汽車旁，於表明身分

後，要求甲開門，在車上查獲開山刀、綑綁用的膠帶、手套、口



罩等，甲坦承計畫擄乙籌款。試問：甲成立何罪？（A）刑法第三

○四條強制罪（B）刑法第三四七條第一項擄人勒贖既遂罪（C）

刑法第三四七條第三項擄人勒贖未遂罪（D）刑法第三四七條第四

項擄人勒贖預備罪

（C）甲、乙夫妻欠下巨額卡債，約定同赴黃泉，二人坐在緊閉車窗的

汽車內，由甲自排氣管引進廢氣於車內，經路人發現並送醫急救

後，甲獲救，乙不治死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甲成立刑法

第二七一條第一項殺人既遂罪（B）甲成立刑法第二七三條義憤殺

人罪（C）甲成立刑法第二七五條第三項謀為同死罪，得免除其刑

（D）甲成立刑法第二七五條第一項加工自殺罪，並得主張緊急避

難阻却違法性

（A）法官對該管案件於下列何種情形下，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A）法官曾為證人（B）法官現為被害人八親等內之姻親（C）法

官曾執行司法警察職務（D）法官現為證人之配偶

（D）下列何種情形中，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

（A）最輕本刑為二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

護人者（B）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有正當理由不到庭者（C）智

能障礙且能為完全之陳述者，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D）低

收入戶的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者

（C）依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之一緊急拘提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檢察事務官具有緊急拘提權限（B）有事實顯然觸犯刑法

第二六六條賭博罪而嫌疑重大，經盤查而逃逸者，得逕行拘提之

（C）檢察官親自執行，得不用拘票（D）因借提之正犯供述，且

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得逕行拘提之

（A）關於搜索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對第三人之住宅搜索，以

有相當理由可信應扣押之物存在為限（B）搜索之審查心證須達

到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C）搜索票之審查適用直接審理原則

（D）司法警察﹙官﹚為了保全證據於情況急迫下，雖無搜索票，

得逕行搜索

（B）關於鑑定留置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被告對於鑑定留置之



裁定不得抗告（B）被告經拘提到場，其期間未逾二十四小時，檢

察官認為有必要鑑定被告心神時，無庸聲請簽發鑑定留置票（C）

鑑定留置期間之日數不算入羈押之日數（D）鑑定留置期間原則上

得預訂七日以下，裁定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三月。

（B）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下列關於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與第一五八條之

二之敘述何者正確？（A）對於累犯得免除告知義務（B）檢察官

訊問犯罪嫌疑人時，違反得保持緘默之告知義務，所取得之自白

得作為證據（C）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違反得請求調查有

利證據之告知義務，所取得之自白不得作為證據（D）犯罪嫌疑人

放棄緘默權，對於案情之供述不得說謊

（A）關於傳聞法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家譜於可信之特別情

況下，得為證據（B）起訴審查程序適用傳聞法則（C）強制處分

的審查程序適用傳聞法則（D）共同被告於民事訴訟程序中向法官

所為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

（D）刑事訴訟法規定國家機關發動特定追訴行為有不同的嫌疑程度，下

列何者以犯罪嫌疑重大為要件﹖（A）起訴（B）有罪判決（C）偵

查犯罪（D）預防性羈押

（C）關於告訴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告訴乃論罪以告訴為偵查

要件（B）得為告訴之人有數人，其一人遲誤告訴期間者，其效力

及於他人（C）代行告訴不得與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D）對配

偶撤回通姦罪之告訴者，其效力及於相姦人

（B）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特定事

項，下列有關此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A）命令向被害人道歉，

應得被告之同意（B）命令完成戒癮治療之處遇措施，應得被告之

同意（C）履行事項的負擔期間不限制（D）為預防再犯所為之必

要命令，應得被告之同意

（C）下列何者屬於緩起訴的救濟方式之一？（A）上訴（B）抗告（C）

交付審判（D）再審

（A）下列何者為證人時，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得拒絕證言﹖（A）共同被

告恐因陳述致自己受刑事追訴（B）心理師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



他人秘密之事項（C）藥商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

（D）被害人於反詰問時，就主詰問所陳述有關被告本人之事項

（D）為確保協商程序之正當性，法院應於受理協商聲請後十日內訊問被

告，並告以所喪失之權利，下列敍述何者正確？（A）完全喪失上

訴權（B）於告知程序終結前喪失對協商合意之撤銷權（C）喪失

調查有利證據之請求權（D）喪失與證人對質之詰問權

申論題（共50分）

▲甲見乙女右肩背皮包坐進汽車駕駛座內，甲見有機可乘，立即進入汽車

後座內，右手持開山刀抵住乙脖子，左手搶乙右肩所背的皮包，乙女

反抗，於二人拉扯之際，乙同時也逃出車外，高喊搶劫，甲驚慌之際逃

逸，因皮包鐵鍊在拉扯時斷掉，而掉落在後座上，造成甲逃離車子時，

卻將皮包留在汽車後座上，試論述甲成立何罪？

▲甲、乙二人係男女朋友，某日，二人與友人駕駛一輛箱型車前往風景

區，半路上車子發生故障，乙女下車幫忙推車時，突遭箱型車擠到路旁

的護欄，並遭輾壓，身受重傷而送醫急救。員警丙到醫院調查時，卻聽

到乙以微弱的聲音說：「是甲故意撞我的」，在四小後乙因傷重不治死

亡。試論述丙在法庭上轉述乙的供詞是否具有證據能力？若係乙對其母

親丁陳述，丁在法庭上的轉述是否具有證據能力？



中央警察大學95年警佐班第26期
（第1、3類）入學考試

「警察勤務」題解

單一選擇題（共50分）

（A）依據「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分駐所、派出所之設置，原

則上規定轄區內應有幾個以上之警勤區？（A）二個以上（B）三

個以上（C）四個以上（D）五個以上

（C）可以作詳細的觀察，並且具有易與民眾接觸等優點之巡邏方式，為

下列何者？ （A）機車巡邏（B）汽車巡邏（C）徒步巡邏（D）腳

踏車巡邏

（D）在各國報案反應時間與破案關係的諸多研究中，得到一個約略之

共同認知，即所謂延遲報案而造成的「失去先機或冷卻的犯罪」

（coldcrimes），約佔全部刑案的多少百分比？（A）25％（B）

40％（C）60％（D）75％

（B）本（95）年度行政院於強化治安會報中提出三大策略主軸，其中

下列何種策略主軸包括執行「清源」專案？（A）打擊不法犯罪

（B）斷絕犯罪源頭（C）淨化治安環境（D）清除社會亂源

（C）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5條之規定，警察勤務基本單位為下列何者？

（A）駐在所（B）入山檢查哨（C）警勤區（D）派出所

（A）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行及督導，

為下列何者？（A）派出所（B）分局（C）警察局（D）警政署

（C）勤前教育其種類區分為基層勤教、聯合勤教，以及下列何者？

（A）機會勤教（B）現場勤教（C）專案勤教（D）重點勤教

（A）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夜間值班改為值宿，為下列何種勤務機

構？（A）五人以下之機構（B）六人以下之機構（C）七人以下之

機構（D）八人以下之機構

（D）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之規定，勤區查察以戶口查察為主，並

擔任下列何項任務？（A）專案工作（B）巡邏（C）守望（D）社

會治安調查



（C）警察勤務條例，於何年由總統明令公布？（A）民國四十二年

（B）民國五十五年（C）民國六十一年（D）民國七十二年

（A）警察勤務條例的法源，是依據警察法第幾條之規定而制定之？

（A）第三條（B）第四條（C）第五條（D）第六條

（D）第一個主張採用車巡取代步巡或腳踏車巡邏等傳統巡邏方式之

美國警政學者為何人？（A）史密斯（BruceSmith）（B）陳得

勒氏（G.F.Chandler）（C）威爾遜（O.W.Wilson）（D）和麥

（AugustVollmer）

（B）依據「警察勤務規範」之規定，各級勤務指揮中心共應實施幾級之

開設？（A）二級（B）三級（C）四級（D）五級

（D）社區警政（CommunityPolicing）是一種警政工作推展的「復古運

動」，因為它是將下列何者之警政經營理念，再推陳出新並發揚

光大？（A）和麥（AugustVollmer）（B）威爾遜（O.W.Wilson）

（C）亨利（EdwardHenry）（D）皮爾爵士（SirRobertPeel）

（B）依據「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勤務督察區分為幾級？

（A）二級（B）三級（C）四級（D）五級

（D）根據「流動人口登記辦法」之規定，民眾除就學者外，暫住於出租

之公寓大廈或公司、行號等及其所提供之住宿處所，其期間在幾

日以上者，必須申報流動人口登記？（A）三日以上（B）七日以

上（C）十日以上（D）十五日以上

（C）根據「戶口查察作業規定」，戶口遷出時，遷出地之警察局於接

到遷出通報後幾日內辦理口卡片通報？（A）三日內（B）五日內

（C）七日內（D）十四日內

（A）根據「戶口查察作業規定」，戶口查察應於日間行之，但屢查不遇

幾次以上之人口，經與受查察人約定時間查察，得於二十二時前

實施之？（A）二次以上（B）三次以上（C）四次以上（D）五次

以上

（B）根據「戶口查察作業規定」，一種戶之查察期間，以其刑執行完

畢、感訓處分執行完畢、流氓輔導期滿或假釋出獄後幾年內為

限？（A）二年內（B）三年內（C）四年內（D）五年內



（C）根據「戶口查察作業規定」，二種戶之查察次數規定為何？（A）

每個月至少查察一次（B）每二個月至少查察一次（C）每三個月

至少查察一次（D）每六個月至少查察一次

（B）依據「警察偵查犯罪規範」之規定，當刑事案件有重要變化而必須

報告之時機，稱之為下列何種報告？（A）初報（B）續報（C）重

報（D）結報

（C）依據警政署九十一年編印頒行之「專業警察常用勤〈業〉務執行程

序彙編」之內容，通知辯護人到場之作業程序中，等候辯護人之

時間不得逾幾小時？（A）二小時（B）三小時（C）四小時 

（D）六小時

（D）依據警政署九十一年編印頒行之「專業警察常用勤〈業〉務執行程

序彙編」之內容，人民被逮捕拘禁時，其執行機關應即將逮捕拘

禁之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至遲不得逾幾

小時？（A）八小時（B）十二小時（C）十六小時（D）二十四小

時

（A）依據警政署九十年編印頒行之「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

執行程序彙編」之內容，查獲酒醉駕車肇事案件者之呼氣酒精濃

度，原則上含量超過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百

分之多少以上者，應移送法辦？（A）0.05％以上（B）0.06％以

上（C）0.07％以上（D）0.11％以上

（B）美國警察於一九七０年代，堪薩斯市預防巡邏實驗（TheKansasCi

tyPreventivePatrolExperiment），將15個必特區（Beat）分為

幾個組作巡邏的實驗？（A）二組（B）三組（C）四組（D）五組

申論題（共50分）

▲請敘述我國警勤區制度之沿革，並申論其改革之方向為何？（25分）

▲請說明勤務指揮中心運作模式中之報案地圖自動顯示系統（Geographic

alInformationSystem,GIS），及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Positioni

ngSystem,GPS）之功能與作用為何？又勤務指揮中心運作模式宜如何持

續的改革與精進？（25分）



中央警察大學95年警佐班第26期
（第1、3類）入學考試

「犯罪偵查實務」題解

單一選擇題（共50分）

（D）各級警察單位或員警個人接獲報案，如非屬其管轄責任之案件時，

應如何處置？（A）報請直屬長官裁示，再決定是否受理（B）

向報案人委婉說明無法受理之理由，請報案人轉向管轄分局報案

（C）直接受理報案，並迅速協調管轄分局同意移轉管轄（D）應

先予受理作必要處置，並迅速通知管轄分局處理

（B）有關犯罪案件管轄責任之區分，何者錯誤？（A）一般網路犯罪案

件，以被害人上網發生權益受損之上網所在地之警察機關為主辦

（B）涉及帳戶匯款之經濟詐欺案件，以被害人第一次匯款地之警

察機關為主辦（C）二個以上警察機關有管轄責任之案件，由受理

報案在先之機關為主辦（D）單純犯罪案件之偵查，以發生地之警

察機關為主辦

（D）依「警察偵查犯罪規範」之規定，警察人員基於偵防犯罪需要，

應於轄區內廣為情報諮詢佈置，下列哪一個場所非為重點諮詢地

點？（A）夜市（B）診所（C）中古車輛買賣場所（D）火車站

（C）有關制服警察人員抵達刑案現場，處理奄奄一息之重傷患時，下列

作為何者最適當？（A）由救護人員送傷患就醫，員警留在現場執

行現場保全工作（B）由救護人員送傷患就醫，員警駕駛警車開導

前往醫院（C）由員警與救護人員同車護送傷患就醫（D）由救護

人員送醫，待偵查員抵達現場接管後，員警再前往醫院蒐集相關

資料

（A）依「警察偵查犯罪規範」中，有關現場勘察採證之規定，何者錯

誤？（A）經勘察後現場即形同已遭破壞，現場勘察次數應以一次

為限（B）勘察組長未必一定由鑑識中心主任擔任組長，亦可由資

深鑑識人員擔任（C）經當事人之自願性同意，對於住宅車輛實施

勘察採證時，應使用勘察採證同意書（D）普通刑案由分局刑事組



（現為偵查隊）負責現場調查、勘察及採證

（B）依「警察偵查犯罪規範」之規定，有關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

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對於通知到案之犯罪嫌疑人，不同意接受採

取指紋等證據時，如認有必要而必須採證時，司法警察應如何處

理？（A）得違反犯罪嫌疑人之意思，強制採取（B）得向管轄檢

察官請求核發鑑定許可書，強制採取（C）簽請警察局局長核發鑑

定許可書，強制採取（D）得向管轄法院請求核發鑑定許可書，強

制採取

（A）下列何種證人於警察詢問時，因與犯罪嫌疑人身分關係得拒絶證言

者，司法警察應負告知義務？（A）離婚配偶（B）三親等內姻親

（C）同居人（D）指導教授

（D）查證犯罪嫌疑人之供述是否實在，下列應注意情形，何者錯誤？

（A）犯罪嫌疑人之供述須合乎情理與經驗法則（B）所供犯罪動

機及犯行經過，有關人、事、時、地、物等均須逐項查證（C）主

嫌犯與從犯之供詞，如有矛盾不實，應深入查證明確（D）可利用

犯罪嫌疑人之口語行為，研判前後內容是否一致或矛盾，但非口

語行為（如肢體動作）則無法作為研判是否說謊之參考

（B）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不得於夜間行之，但有例外情形不在此

限；下列何者非屬該例外情形？（A）犯罪嫌疑人請求立即詢問者

（B）犯罪被害者請求立即詢問者（C）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

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者（D）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者

（C）司法警察因情況急迫逕行搜索後，應於執行三日內報告該管轄檢

察署檢察官及法院，法院認為不應准許者，應於幾日內撤銷之？

（A）一日（B）三日（C）五日（D）七日

（D）下列物證何者不188. 具「個化性」特徵？（A）指紋（B）彈頭來

復線（C）唾液（D）縱火劑

（A）現場採取潛伏指紋所用之顯現方法，下列敍述何者最不適當？

（A）寧海得林法（Ninhydrin）適用於彈匣（B）帝佛歐法

（DFO）適用於紙張（C）氰丙烯酸酯法（Cyanoacrylateester）

適用於塑膠袋（D）龍胆紫法（Crystalviolet）適用於膠帶



（B）在室內竊盜現場磁磚上發現歹徒遺留之可疑鞋印痕，最適合以下列

何種方法加以顯現？（A）粉末法（B）靜電足跡採取法（C）石膏

製模法（D）紅外光攝影法

（B）夜間交通事故現場實施攝影紀錄時，經常產生前景太亮背景太暗之

照片，下列有關此類照片之敍述何者錯誤？（A）因使用閃光燈一

次閃光所致（B）使用閃光指數較大（即發光強度較大）之閃光燈

即可改善（C）可使用閃光燈多次閃光法加以改善（D）可使用多

支閃光燈一次閃光法加以改善

（A）偵查人員於白天勘查一輛疑似在車內發生性侵害之汽車，為採取精

液斑物證，下列作法何者較適當？（A）將該車移至地下室較暗處

以多波域光源檢查（B）將該車停放在明亮之位置以多波域光源檢

查（C）將精液斑以紅外光攝影法加以記錄（D）以棉棒採取精液

斑後，再以塑膠證物袋包裝

（C）一輛汽車由後方撞擊機車後逃逸，現場遺留保險桿上之油漆，當查

獲肇事車輛時，應如何採取油漆標準樣品？（A）在後保險桿上採

取完整漆層之樣品（B）在引擎蓋上採取完整漆層之樣品（C）在

前保險桿上採取完整漆層之樣品（D）在行李箱蓋上採取完整漆層

之樣品

（B）根據路卡交換原理（Locard'sExchangePrinciple），兩物體接觸

時將產生微量物證轉移，物證轉移之程度與下列何者較無關聯？

（A）接觸壓力（B）物體硬度（C）表面平滑度（D）接觸時間

（C）進行性暴力攻擊案件之現場勘查時，發現被害者身上之一處咬痕，

下列處理方法中何者不適當？（A）使用冷光源低角度斜光照射後

攝影記錄（B）使用紫外光燈照射後攝影記錄（C）使用寧海得林

試劑顯現後攝影記錄（D）以棉棒沾生理食鹽水採取唾液檢體

（D）「特洛伊木馬」的電腦程式是屬於破壞下列何種安全之電腦犯罪方

法？（A）實體安全（B）作業安全（C）資料安全（D）軟體安全

（D）目前犯罪剖繪技術較不適用下列何種犯罪類型？（A）連續殺人案

（B）縱火案（C）性侵害案（D）肇事逃逸案

（A）下列有關犯罪手法（modusoperandi）之敍述，何者錯誤？（A）



犯罪手法反應犯罪者心理上的獨特行為表徵（B）犯罪手法是指犯

罪者為成功完成作案的行為（C）犯罪手法可能不斷演變（D）犯

罪手法是可以學習而得

（B）下列那一種檢體較不可能萃取出DNA？（A）骨骼（B）汗水（C）

唾液（D）膿疱

（D）偵辦下列那一種案件不可向檢察官聲請通訊監察書，以進行犯罪監

控？（A）媒介未成年子女與人性交易（B）恐嚇取財（C）擄人勒

贖（D）通姦

（A）現場勘查時，在物證蒐尋與採證之前，應先由最有經驗的勘察人

員進行現場評估，下列何者非為評估內容？（A）財物損失範圍

（B）最初封鎖線（C）現場安全性（D）現場處理優先順序

（C）為研判現場玻璃被重物敲破的施力方向，最適合利用玻璃上的何

種特徵進行研判？（A）同心圓裂痕（B）輻射狀裂痕（C）肋狀痕

（D）梳狀痕

申論題（共50分）

▲現場勘查時為記錄各種物證與描述物證間之關係，常需綜合應用各種紀

錄方法，請詳細說明各種紀錄方法的功能與使用要領。（25分）

▲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25分）

應給與權利告知書，告知哪些事項？

犯罪嫌疑人所選任之辯護人有哪些權限？

在哪些種情形下，應全程連續錄影？



中央警察大學95年警正班第16期入學考試

「國文」試題

作文題（60分）

▲論警察教育的核心價值。

公文題（40分）

▲試擬內政部警政署致所屬警察機關函：為貫徹政府強化社會治安之宣

誓，落實治安地區責任制，正本清源，請積極掃蕩六大危害治安之犯罪

根源，發揮立竿見影成效，營造優質的生活環境。



中央警察大學95年警正班第16期入學考試

「警察勤務」試題

▲我國之警勤區、日本之受持區、及歐美警察傳統勤務之必特區制度

(Beat)，其三者之異同為何？又請論述及比較其優劣利弊處。

▲試述臨檢發動之要件〈或門檻〉及其執行之程序。請以司法院大法官會

議釋字第535號解釋及警察職權行使法為基礎說明之。

▲請論述警察職權行使法中，有關行使職權時之比例原則與程序正義原則

之相關規定，及其立法之目的為何？

▲請略述社區警政(CommunityPolicing)之原則與其衍生之勤務作為為

何？又請闡述警察勤務「社區化」之形成原因為何？



中央警察大學95年警正班第16期入學考試

「警察法規及行政程序法」試題

▲請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分析下列各條文有關「檢查」規定之性質有無差

異？並請進一步分別說明其要件及其應注意事項為何？

第7條第1項：「警察依前條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下列之必

要措施：…四、若有…者，得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第8條第1項：「警察對於…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

施：…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

第8條第2項：「警察因前項交通工具之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而合

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得強制其離車；有…之虞者，並得檢查交

通工具。」 

第19條第3項：「警察依第一項規定為管束時，得檢查受管束人之身

體及所攜帶之物。」

▲請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相關規定，析論「行政組織法」與「行政行

為（作用）法」之區分？並進一步說明「組織法上警察」與「作用法上

警察」之意義有何不同？

▲請依據行政程序法規定，說明行政處分之「撤銷」與「廢止」有何差異?

又何謂「信賴保護原則」？上述行政處分之「撤銷」與「廢止」得否適

用該原則？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1條規定：「違反本法案件之處罰，於裁處確定後執

行。」請詳細說明「裁處確定」之情形為何？又違反該法案件經裁處確

定，其處罰有何執行時效之規定？



中央警察大學95年警正班第16期入學考試

「犯罪偵查實務」試題

▲請說明進行命案偵查時，如何應用調查所得資料、屍體特徵與其他現場

物證，以綜合研判死者之死亡時間？

▲電話通聯的基本組成資料項目包括哪些？請描述電話通聯的分析方式與

可能獲取之偵查資訊？

▲網路犯罪逐漸成為新興犯罪的主流，國內目前藉由網路進行犯罪的種類

有哪些？請描述偵查網路犯罪常遭遇的主要困難為何？並請以網路詐欺

為例，描述其犯罪模式特徵？

▲請說明如何判斷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詢問時說謊？偵訊人員可採取哪些突

破心防的策略，讓犯嫌吐露實情？



中央警察大學95年警正班第16期入學考試

「刑法及刑事訴訟法」試題

▲甲、乙二人因分手問題起爭執，甲一氣之下，基於殺害故意以雙手掐住

乙的頸部，導致乙昏迷，甲以為乙已死亡，乃將乙載到山上掩埋。事

後，經法醫鑑定，乙係遭活埋死亡，試論述甲成立何罪？

▲甲潛入某國小辦公室竊取存摺、金融卡和現款，因破壞鐵門時，被連線

的保全系統發現，保全人員乙、丙將得手且正要離開辦公室的甲堵住，

甲反而拿出瑞士刀聲稱他罹患愛滋病，趁機以嘴咬傷丙的手腕，試論述

甲成立何罪？

▲刑事訴訟法第一五五條第二項規定無證據能力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

依據。本法對於哪些證據明文規定採絕對的證據使用禁止？試論述之。

▲甲遭警方查獲持有安非他命後，主動向警方表示，欲配合警方追查毒品

來源，乃於警方監控下，打電話向乙佯稱欲購買安非他命，乙因無貨可

供販賣，乃邀持有安非他命且欲自行使用的丙提供，雙方談妥價錢後，

丙於毒品交易時遭警查獲，試論述警方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