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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99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各系 

科目：英文 

注
意
事
項 

1.本科試題共 50題，均為單一選擇題(答案卡上第 51至 80題空著不用)。 

2.每題後面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請將正確或最適當的

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答對者每

題得 2分；答錯者倒扣 1/4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本試題共 5頁。 

一、字彙：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40 分) 

1. Police officer Jack Fitzgerald Smith’s           is Smith. 

 (A) first name (B) middle name (C) surname (D) maiden name (E) nickname 

2. The police officer stopped Tom’s car and asked to see his 

driver’s          .  

 (A) permission (B) card (C) identity  (D) registration (E) license 

3. ____________ violence means violence in a family, especially by a husband 

against his wife. 

 (A) Domestic (B) Home (C) Family (D) Internal (E) External 

4. Can you           the robber who took your bag? 

 (A) legal (B) identify (C) notice (D) influence (E) confess 

5. A police officer has to __________ the law at all times. 

 (A) enforce (B) release (C) charge (D) arrest (E) amateur 

6. Mary called the           to report a robbery. 

 (A) police stop (B) police center (C) police station (D) police role (E) police badge 

7. A           is a police officer whose job is to discover information about 

crimes and catch criminals. 

 (A) foreign    (B) state police   (C) local police    

 (D) sergeant   (E) detective 

8.          is the crime of stealing.  

 (A) Homicide (B) Smuggling (C) Trafficing (D) Theft (E) Violation 

9. The police officer pointed his gun at the criminal and yelled,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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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opping    (B) Freeze  (C) Sitting   (D) Approched  (E) Came  

10. The judge gave him a 10-year sentence because he had killed his 

friend          . 

 (A) at accident   (B) on purpose   (C) on hand   (D) at fact (E) on feet 

11. When a police car follows your car and the officers ask you to stop, you’d 

better           and wait in your car.  

 (A) speed up   (B) run over   (C) pull over   (D) take up   (E) escape 

12. He couldn’t say a word when the police asked him what          . 

 (A) was happen  (B) happened  (C) was happened (D) had happened (E) happening                         

13. A lot of young people start taking           at school and it’s very bad for 

their health.                               

 (A) medicine (B) exercise (C) fast food (D) drugs (E) vitamins 

 

14. Jimmy is a           in a robbery case. 

 (A) suspect (B) murderer (C) eyewit (D) testify (E) catcher 

15. Human           is now a serious problem in the world. 

 (A) hooker (B) traffic (C) trafficking (D) smuggling (E) import 

16. Police officers must have a search           so that they can legally 

search someone’s home. 

 (A) warrant (B) ticket (C) order (D) court (E) procedure 

17. Officer Chen is the first one to arrive at the crime          .  

 (A) place (B) spot (C) scene (D) location (E) house  

18. This is an          ; please call the police immediately. 

 (A) alarm (B) existence (C) enter (D) emergency (E) alter  

19. I really feel sorry for Mary, who was the           of a robbery. 

 (A) key person (B) evidence (C) official (D) deputy (E) victim 

20. Don’t forget to put           on that prisoner because he is very 

dangerous. 

 (A) handgun   (B) handcuffs (C) handkerchief (D) hand lotion (E) hand rope 

二、會話：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 分) 

21. Bruce: Could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City Library? 

 Officer:                                        

 Bruce: Could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C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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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ardon me. What did you say? (B) You can say that again. 

 (C) No, thank you very much. (D) Yes, it’s very nice of 

you. 

 (E) I think it’s over there. 

22. Mr. Lee: Can I speak to my son Peter Lee, please?          

 Duty Officer: I’m sorry. Officer Lee just went out, but he will be 

back          . 

 (A) after 20 minutes    (B) for 20 minutes   

 (C) 20 minutes later (D) since 20 minutes  

 (E) in 20 minutes 

23. Sam: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 can make a copy of this document? 

 Officer: You can use the           over there.  

 (A) auto machine   (B) vending machine  

 (C) change machine   (D) Xerox machine  

 (E) ATM 

24. Officer: Stop! You are under          . 

 Jack: On what charge?                                

 (A) arrest   (B) catch   

 (C) caught   (D) pressure   

 (E) watch 

25. Officer: The reason you have been stopped is that you are          . 

 Driver: But I’ve only had one beer!                   

 (A) drinking drive   (B) drink drive    

 (C) wine driving   (D) drunk drived 

 (E) drunk driving  

 

 

 

26. Hank: Where can I apply for a police           record certificate? 

 Officer: You can apply for it at the Foreign Affairs Division.       

 (A) crime   (B) criminal   

 (C) prisoner   (D) prison   

 (E) criminist  

27. (Telephone Conversation) 

 A: Hello. May I speak to Mr. Alex Li, please?                   

 B: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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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e is speaking.   (B) she is here.  

 (C) I am Alex Li.  (D) this is he. 

 (E) who are you? 

28. A: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B: _____________________ 

 (A) It’s a pleased to meet you.   (B) I am happy to see you.   

 (C) How do you do?   (D) I’m pleased to see you.      

 (E) It’s a glad to meet you. 

29. Clara: Officer,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the nearest bank is?        

 Officer: Yes, you go straight for two           and you’ll see it on your 

right. 

 (A) roads   (B) lines   

 (C) store   (D) streets   

 (E) blocks 

30. A: Do you like this place?                                   

 B: __________________ 

 (A) Yes, I like it here.   (B) Yes, I like here.   

 (C) No, I don’t like here. (D) No, I didn’t like it 

here.   

 (E) I wonder if I am OK.  

三、綜合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取材自：全民英檢一路通--初級閱讀能力模擬試題第二冊／文鶴出
版公司) 

(A)  

Handshaking is a common practice in modern society. But you might not 

know that it was not always a    (31)   of good will. It is said that in ancient 

times, when a man met a stranger, he would reach   (32)   his knife to be 

prepared for any possible danger. The   (33)   would do the same thing. The 

two men would   (34)   each other for a while. If they found no danger   

(35)   , they would shake with their weapon hands. Friendship was then 

formed at the time of handshaking. 

31. (A) purpose (B) rent (C) sign (D) culture (E) justice 

32. (A) at   (B) for   (C) to   (D) in   (E) on 

33. (A) people   (B) stranger   (C) knife   (D) personal   (E)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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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 stare   (B) look   (C) beat   (D) fight   (E) observe 

35. (A) nearly   (B) close   (C) present   (D) absent   (E) familiar 

 

 

 

(B) 

Shaker Work Group is a very special school located in Pittsfield, 

Massachusetts. The teenage students there learn   (36)   working, and they 

set their own rules. Whenever someone   (37)   the rules, the whole group 

meets to discuss the reasons for his/her bad behavior. The group wants to find 

a   (38)   to help that person. One time the group got together to talk about a 

policy for “lights-out time”. Ten-thirty p.m. was suggested. Since everyone in 

the group has to work at least 4 hours each morning on one project and another 4 

hou rs  each  a f t e rnoon  on  ano the r  p ro jec t ,  nobody  wan ted  t o 

  (39)   late anyway. The founder of the Shaker Work Group believed that   

(40)   teenagers are busy working, they will have no time to break rules. 

36. (A) in   (B) at   (C) for   (D) by   (E) to 

37. (A) breaks   (B) hits   (C) follows   (D) stands   (E) prepares 

38. (A) answer   (B) believe   (C) way   (D) problem   (E) decide  

39. (A) keep on   (B) lie down   (C) put away   (D) look forward  

(E) stay up   

40. (A) in order that   (B) if   (C) even though   (D) less   (E) so  

四、閱讀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A) (取材自：英語聽力閱讀測驗選集／儒林圖書公司) 

One day a hungry fox approached a rooster and said, “I remember what a 

wonderful singer your father was. I wonder whether you can sing as well.” The 

rooster shut his eyes and began to sing. The fox snatched the rooster by his teeth 

and carried the rooster away. The people of the town cried, “Look, Look! The 

fox is carrying off the rooster.” Then the rooster said to the fox, “My lord, do 

you understand? The people are saying that you are carrying off their rooster. 

Tell them that it is yours, and not theirs.” The fox opened his mouth and said, “It 

is not yours; it is mine.” At that moment the rooster escaped from the fox’s 

mouth and flew into a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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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x was furious. He was hungry and now the rooster was out of reach. 

He could have eaten that rooster if he hadn’t talked too much! 

41. Why did the fox ask the rooster to sing?  

 (A) The fox wanted to eat the rooster. (B) Roosters sing well.  

 (C) The fox remembered the rooster’s father. (D) The fox wanted to hear 

the rooster’s voice. 

 (E) The rooster likes to sing. 

42. A word that means come close is          . 

 (A) open   (B) carry   (C) snatch   (D) approach   (E) shut 

43. Why did the fox lose the rooster? 

 (A) He listened to the people.      (B) He was furious. 

 (C) He ran too fast.     (D) He was in a hurry.    

 (E) He opened his mouth. 

44. Another word for furious is          . 

 (A) crazy   (B) angry   (C) hungry   (D) curious   (E) talkative 

45. What did the fox learn from this adventure?    

 (A) Not to talk too much.   (B) Not to run.   

 (C) Not to sing. (D) Not to want too much.   

 (E) Not to listen to people talking. 

 

(B) (取材自：英語閱讀測驗精粹／文鶴出版公司) 

A 1972 law pass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kes it illegal to tamper 

with a car’s odometer. Nothing can be done that would change the mileage 

shown on the car. Anyone who sells a car must sign a statement that lists the 

mileage on that car. If the mileage is incorrect because the odometer is not 

working, the seller must sign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the mileage is unknown. 

No one except a repairman is allowed to do anything that would alter the 

mileage shown on the odometer. This is an important safeguard for the buyer of 

a used car, for an automobile may look in much better shape than its true 

mileage indicates. A buyer should examine a used car carefully, ask to be shown 

the mileage statement, and contact previous owners. You can sue any seller who 

misrepresents the mileage on a car, but the best protection against this sort of 

fraud is a close inspection of the car before buying. 

46.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ssage is that           

 (A) auto dealers make a habit of misrepresenting the mileage of c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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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the auto industry can not be trusted to treat the public fairly. 

 (C) auto dealers can now be sued for unfair practices. 

 (D) this sort of fraud happens all the time. 

 (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ow protects consumers against the unfair practice 

of altering odometers. 

47. Someone who wants to buy a used car should           

 (A) examine a used car carefully. 

 (B) ask to be shown the mileage statement.  

 (C) contact the previous owners. 

 (D) do all of the above. 

 (E) do none of the above. 

48. We can conclude from the passage that           

 (A) fraud is a common practice among new auto dealers.  

 (B)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made it legally wrong to alter odometers. 

 (C) high mileage cars are better buys than low mileage cars. 

 (D) more people want to buy used cars. 

 (E) to tamper with a car’s odometer has become common practice among 

dealers. 

49. The passage suggests that           

 (A) consumers were not pleased with the 1972 law. 

 (B) suing a dealer for altering an odometer won’t do any good. 

 (C) it’s better to buy new cars because all used cars are worn out. 

 (D) the average buyer is easily cheated. 

 (E) even a repairman is not allowed to do anything to alter the mileage on 

the odometer. 

50. As used in this passage, the word tamper means          . 

 (A) repair   (B) regain   (C) alter   (D) move forward  

 (E)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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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99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

試 題 

系 別：各系 

科 目：國文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分為「作文」及「公文」二部分。 

2.作文部分占 50分(文體不拘，但不得少於五百字)；公文部分占 50分。 

3.請在「答案卷」上以橫式書寫方式作答；公文之答題內容中有關承辦人、聯絡電話及

承辦單位部分，請一律以○○○代替。 

4.本試題共 1頁。 

壹、 作文題(50分) 

題目：論警察作為一種志業 

貳、公文題(50分) 

一、函之撰擬係以三段式辦理，試分述其各段之要領？（20

分） 

二、近年來詐欺犯罪興起，詐騙集團猖獗，犯罪科技化、複

雜化且手法一再翻新，常使民眾遭受巨額財產與精神損

失，嚴重影響金融秩序及社會治安。試擬警政署函所屬

各警察機關，希加強執行反詐騙工作，提昇社會大眾之

警覺性，確保國家金融秩序及民眾財產之安全。（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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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99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各系 

科目：憲法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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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80題空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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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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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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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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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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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憲法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

得變更之。」下列對現行「領土變更事項」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國民大會有權變更 

 (B) 立法院依法決議變更 

 (C) 須由司法院提出、公告，並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複決 

 (D) 須由立法院提出、公告，並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複決 

2.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對本項權利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得自由返國                           

 (B) 既屬於人民之基本權利，絕對不得依法律限制之 

 (C) 屬於憲法之基本權利，其他法律亦因受其拘束 

 (D) 台灣地區有戶籍國民在國外犯罪者，國家得禁止其返國 

3. 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其保障之核心事項，依大法官會議第 631 號解

釋文所列舉，不包括下列何者？ 

 (A) 通訊之對象 (B) 通訊之時間 (C) 通訊之品質 (D) 

通訊之內容 

4. 人民有集會之自由。對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屬於人民的基本權利 

 (B) 此項權利兼具消極自由權與積極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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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依集會遊行法規定，對首謀不解散行為，處以刑罰，合憲 

 (D) 憲法與集會遊行法保障之範圍相同 

5. 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對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請願，可依請願法提出 (B) 訴願，為對行政處分不

服之救濟 

 (C) 訴訟，包括民事訴訟及行政訴訟等 (D) 對於國家政策及行政興

革，得提出訴願  

6.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

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稱為何種原則？ 

 (A) 法律明確性原則  (B) 機關組織法定原則  

 (C) 法律限制原則  (D) 機關授權原則 

 

 

7. 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總統諮詢下列何者之

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A) 行政院院長 (B) 監察院院長 (C) 立法院院長 (D) 

考試院院長 

8.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

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對該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

之效力為何？ 

 (A) 繼續有效 (B) 失效 (C) 效力未定 (D) 

由司法院解釋 

9. 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從理

論上言，此規定可能產生何種問題？ 

 (A) 機關組織法律保留之鬆動        (B) 機關裁量權行使之萎縮 

 (C) 上下機關指揮監督無法貫徹     (D) 國家機關間，橫向互助

困難 

10. 下列對司法院大法官之敘述，何者有誤？ 

(A) 大法官中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 

(B) 新制大法官之產生方式，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起實施 

(C)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D)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 

11. 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由下列何者掌理？ 

 (A) 行政院 (B) 監察院 (C) 立法院 (D) 

考試院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htm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國家安全局組織法.htm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國家安全局組織法.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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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

為特別之規定。對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依此授權，訂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B)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須經過許可 

 (C) 大法官會議第 443號解釋，即與大陸地區人民入境之事務有關 

 (D) 入出國及移民法之主要規範對象為外國人與國民 

13. 人民團體法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

裂國土。對此，並得不予許可，依據大法官會議第 644 號之解釋，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 認為該部分規定違憲，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B) 認為該部分規定違憲，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失其效力 

 (C) 認為該部分規定雖無違憲，但須檢討修正 

 (D) 認為該部分規定並無違憲   

14. 稅捐稽徵法規定，為稽徵稅捐所發之各種文書，「對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

為送達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依據大法官會議第 663 號之解釋，認為

該規定違背下列何者？ 

 (A) 法律保留之原則   

 (B) 授權明確性之原則 

 (C) 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 

 (D) 法治國之原則 

15. 下列何者得為公職人員之罷免案提議人？ 

 (A) 曾受有期徒刑執行者               (B) 現役軍人 

 (C) 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               (D) 公務人員 

16. 下列何者並非屬於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之事項？ 

 (A) 立法原則之創制                 (B) 憲法修正案之複決 

 (C) 重大政策之創制                 (D) 預算之事項 

17.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下列何者為中央公職人員？  

 (A) 立法委員 (B) 監察委員 (C) 政務委員     (D) 

考試委員 

 

18. 被糾舉人員之主管長官接到糾舉書後，除關於刑事或軍法部份另候各該

管機關依法辦理外，應於法定期間內依下列何種法律處理？ 

 (A) 公務員服務法                     (B) 公務人員考績法 

 (C) 公務人員保障法                    (D) 公務員懲戒法 

19. .考試院所設置之機關，下列何者正確？ 

http://www.6law.idv.tw/6law/law/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htm
http://www.6law.idv.tw/6law/law/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htm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務員懲戒法.htm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務員懲戒法.htm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務員懲戒法.htm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務員懲戒法.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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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考選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B) 銓敘部、人事行政局 

 (C) 考選部、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D) 銓敘部、司法官訓練所 

20. 行政院院長辭職或出缺時，在總統未任命行政院院長前，由誰暫行代理？ 

 (A) 行政院秘書長                (B) 總統指定人員 

 (C) 立法院長                           (D) 行政院副院長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下列有關行政院移請立法院覆議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包括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 

 (B) 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 

 (C)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二十日內作成決議 

 (D) 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

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E) 如為休會期間，立法院應於七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

成決議 

22. 下列何者為考試院所掌理之事項？ 

 (A) 公務人員之退休                  (B) 公務人員之銓敘 

 (C) 公務人員之保障                  (D) 公務人員之陞遷 

 (E) 公務人員之任免 

23. 下列對於監察院與監察委員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監察委員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 

 (B) 監察院行使同意、彈劾、糾舉及審計權 

 (C) 監察委員任期八年 

 (D) 監察委員中之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 

 (E)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二十九人 

24. 下列對現行省縣自治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省設省諮議會，置省諮議會議員若干人 

 (B) 省主席，由內政部長提請總統任命 

 (C) 省承行政院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 

 (D) 屬於縣之立法權，由縣議會行之 

 (E) 省設省政府，置委員十九人 

25. 憲法第 7條所列舉平等權之事項，包括下列何者？  

 (A) 黨派    (B) 婚姻 (C) 職業 (D) 宗教 (E) 種族   

26. 下列對於人身自由保障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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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逮捕拘禁    

 (B) 行政目的之管收程序，不適用憲法第 8條 

 (C) 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得以審問處罰 

 (D) 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E)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   

 

 

 

27. 下列對於人民有居住及遷徙自由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國民出國，須經過許可 

 (B) 限制人民出境，係對遷徙自由之限制 

 (C) 役男經過許可，得以出國 

 (D) 外國人未經許可進入我國，處以行政罰 

 (E) 出國檢查程序，不屬對遷徙自由之限制 

28. 下列對於集會及結社自由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集會遊行法採許可制 

 (B) 人民團體法在於保障人民之結社自由 

 (C) 集會自由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基本人權之一 

 (D) 國家無須提供場所予集會申請者使用  

 (E) 請願活動不屬於憲法所保障集會之範圍  

29. 下列對於行政救濟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立憲國家中，有權利即應有救濟，訴願屬於救濟途徑  

 (B) 訴願前置主義係指提起行政訴訟前，應先經過訴願程序  

 (C) 公務人員保障法之申訴，等同訴願，有拘束各機關之效力 

 (D) 對違法處分，原則上可依訴願程序予以撤銷 

 (E) 因撫卹金請求權受侵害，公務員亡故後之遺族，雖無公務員身分，

亦得提起行政救濟 

30. 下列對於人民應考試、服公職權利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參加律師、會計師考試屬之 

 (B) 須具備一定資格，始得參加公務員考試 

 (C) 人民未滿 20歲，不得擔任公務員 

 (D)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在臺灣地區設立戶籍，即得參加考試與擔任公

務人員 

 (E) 原則上我國之公務人員，不得具有雙重國籍 

31. 下列對於大法官會議第 216 號解釋有關「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之敘

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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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司法行政命令，如涉及審判上之法律見解，法官審判案件時應受拘

束 

 (B) 行政命令雖經法官於審判上引用，終審確定之當事人對該行政命令

仍不得聲請釋憲  

 (C) 法官對於行政命令，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 

 (D) 各機關所為釋示之行政命令，法官審判案件時，得予以引用 

 (E) 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八十條載有明文 

32. 下列對於大法官會議第 399號有關「姓名權」解釋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姓名不雅，不能以讀音會意擴大解釋 

 (B) 姓名文字與讀音會意有不可分之關係 

 (C) 其應為憲法第二十條所保障 

 (D) 如何命名為人民之自由 

 (E) 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 

33. 下列對於大法官會議第 490 號有關「服兵役與宗教信仰自由」解釋之敘

述，何者正確？ 

 (A) 依法規定中華民國男子有服兵役義務，無違反憲法第七及十三條   

 (B) 服兵役之義務，似有違反人性尊嚴之虞 

 (C) 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  

 (D) 人民如何履行兵役義務，憲法本身有明文規定 

 (E) 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 

 

 

 

34. 下列何者並非大法官會議第 669 號有關「管制槍砲」解釋文與理由書所

述之意涵？ 

 (A) 所謂殺傷力，依人民日常生活經驗，應能理解係指彈丸擊中人體可

對皮膚造成穿透性傷害 

 (B)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法第八條定有明文 

 (C) 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嚴重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屬一般維持秩序

手段 

 (D) 以刑罰制裁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須合乎比例之

關係 

 (E) 因空氣槍之取得、使用、改造較為便利，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一律強制工作之處罰過重 

35. 下列對於地方自治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省屬於地方自治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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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縣立法並執行之事項，包括縣警衛 

 (C) 縣教育，由縣立法並執行之 

 (D) 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 

 (E) 鄉警衛之實施，以法律定之 

36. 下列對於憲法之「國防事項」敘述，何者正確？ 

 (A) 國防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B) 中華民國之國防，以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 

 (C) 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 

 (D) 現役軍人得以兼任文官 

 (E) 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以外，效忠政黨，愛護人民 

37. 下列對於憲法之土地政策相關事項敘述，何者為非？ 

 (A) 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政府並得照價收買 

 (B) 附著於土地之礦，屬於私人所有，國家應予保障 

 (C) 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應由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 

 (D) 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行政命令之保障與限制 

 (E) 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 

38. 下列對於大法官會議第 645 號有關「公民投票法」之解釋敘述，何者正

確？ 

 (A) 立法院依法得提出公民投票之議案，未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B) 公民投票並未違反代議民主之原則 

 (C) 立法院依法提出公民投票之議案，經立法院院會通過，交由中央選

舉委員會辦理公民投票 

 (D) 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由各政黨依立法院各黨團席次比例推

荐，未違反權力制衡原則 

 (E) 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依公民投票法規定置委員十一人，任

期二年 

39. 下列對於憲法平等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著重於形式平等，即容許一般之差別 

 (B) 其屬於命令位階，與行政權力、立法權之間，處於同等關係 

 (C) 其意涵在於國家對數個可比較的對象間，不採取差別待遇 

 (D) 平等之基礎，須視事務之本質。即事務本質不同，得為不同處理 

 (E) 對平等權的侵害，是經過比較後所產生的一種「相對性」結果 

40. 下列對於立法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立法權代表民意，在中央由立法院行使之 

 (B) 涉及人民自由權利之規範事項，得由行政立法決定之  

 (C) 立法形成自由，有一定的界限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國防部組織法.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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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八屆起一百二十三人，任期四年 

 (E)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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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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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車輛之最小轉彎半徑，主要係以何者作為設計控制？ 

 (A) 內前輪行駛軌跡   (B) 外前輪行駛軌跡 

 (C) 內後輪行駛軌跡  (D) 外後輪行駛軌跡 

2. 以流量、密度及速度等交通參數描述交通狀況時，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A) 密度最大時流量為 0                 (B) 密度最大時速度也最大 

 (C) 流量最大時速度也最大              (D) 流量最大時密度也最大 

3. 若量測得知某路段之空間平均速率（SMS）值為 50KPH，且已知標準差

為 10KPH，請問其對應之時間平均速率（TMS）值為多少？ 

 (A) 48KPH          (B) 50KPH (C) 52KPH (D) 

55KPH  

4. 車輛在平坡路段以低於 15 KPH 之速率轉彎時： 

 (A) 前輪軌跡有內移現象   (B) 前輪軌跡有外移現象 

 (C) 後輪軌跡有內移現象 (D) 後輪軌跡有外移現象 

5. 某臨近路段（Approach）之飽和流量為 2700 車/綠燈小時，如該路口號

誌週期為 90 秒，且已知該臨近路段之有效綠燈時間為 55 秒，請問該臨

近路段之容量為多少？ 

 (A) 1500 車/小時  (B) 1650 車/小時 (C) 1800 車/小時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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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 車/小時 

6. 下列何者最適合作為擬定道路速限之依據？ 

 (A) 第 85 百分位數速率（85th Percentile Speed）    

 (B) 設計速率（Design Speed） 

 (C) 現點速率（Spot Speed）  

 (D) 行駛速率（Running Speed） 

7. 豎立式標誌若採共桿設置時，其同支柱同方向至多以幾面為限？ 

 (A) 2 面    (B) 3 面 (C) 4 面 (D) 5

面 

8. 承第 7 題，對於共桿之排列順序依①警告標誌、②禁制標誌、③指示標

誌，由上至下依序為： 

 (A) ②①③  (B) ①②③ (C) ①③② (D) 

②③① 

9. 單向設計小時交通量（DDHV）、K 因子、D 因子與年平均每日交通量

（AADT），其關係如何？ 

 (A) D = DDHV×AADT×K (B) K = DDHV×AADT×D 

 (C) AADT = DDHV×K×D (D) DDHV = AADT×K×D 

10. 獨立號誌路口之週期時間常利用 Webster 公式求得，請問該公式推導之

主要依據為何？ 

 (A) 以最小等候車隊求得                (B) 以最小路口延滯求得 

 (C) 以最大車輛通過機率求得            (D) 以最大車輛通過速率求

得 

11. 承第 10 題，其公式為 C=(1.5L＋5)÷(1－Y)，其中 C 代表週期、Y 代表

臨界流量與飽和流量比值的總和，請問 L 代表何者？ 

 (A) 每一時相之損失時間     (B) 每週期之損失時間 

 (C) 每綠燈小時之損失時間 (D) 每週期之起動損失時間  

12. 下列何種延誤發生原因不屬於固定延誤？ 

 (A)「停」字標誌    (B) 「讓」字標誌 (C) 並排駐車 (D) 

鐵路平交道 

13. 已知某一平坡路段公路其設計速率為 100KPH，且該路段摩擦係數為

0.3，假設駕駛人之平均反應時間為 2.5 秒，請問其最短安全停車視距約

為多少？ 

 (A) 100 公尺        (B) 120 公尺 (C) 150 公尺    (D) 

2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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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半觸動號誌控制用於幹支道交通量相差懸殊，且支道交通量變化大之地

點，其感應器應設置於： 

 (A) 支道上   (B) 幹道上 (C) 幹道與支道上 (D) 

幹道或支道上 

15. 綠燈起動後，若車隊中之車輛通過停止線之疏解間距分別為 4.1、3.7、

3.2、2.5、2.1、1.8、1.8、1.8 秒，⋯ 。請問起動時間損失（start-up lost time）

為何？ 

 (A) 3.2 秒     (B) 4.5 秒 (C) 5.5 秒 (D) 

6.6 秒 

16. 「開亮頭燈標誌」應歸屬於下列哪一類之標誌？ 

 (A) 警告標誌       (B) 禁制標誌 (C) 指示標誌  (D) 

輔助標誌   

17. 某路段測得車輛之平均時間間距（Time Headway）為 2.0 秒，請問該路

段小時交通量為多少？ 

 (A) 1500 輛/小時   (B) 1600 輛/小時 (C) 1800 輛/小時 (D)  

2000 輛/小時 

18. 若已知車輛的平均長度及車輛偵測區長度，則密度可經由下列何種交通

參數直接推估而得？ 

 (A) 佔有率         (B) 車速 (C) 流量  (D) 

道路容量   

19. 在設計速率為 60KPH，路面超高為 3%，側向摩擦係數為 0.17 之路段，

其最小轉彎半徑約為多少？ 

 (A) 122 公尺 (B) 132 公尺 (C) 142 公尺 (D) 

152 公尺 

20. 承第 19 題，若超高（e）值增大，則最小轉彎半徑有何變化？ 

 (A) 變小           (B) 維持不變   (C) 變大 (D) 

沒有一定規則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下列有關用路人視覺特性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交通管制設施應設置於用路人正前方約 10 度視錐角範圍內 

 (B) 視覺深度對於判斷能否安全超車之影響甚大 

 (C) 當週邊視界角度小於 100 度時，一般稱為「坑道視覺」 

 (D) 由黑暗進入光亮處，眼睛的適應能力較由光亮進入黑暗處為佳 

 (E) 眩光消除所需恢復適應之時間，一般均較眩光作用時間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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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列何者為設置單行道之條件？ 

 (A) 鄰近 200 公尺範圍內有平行且道路容量相當之街道可資配對 

 (B) 設置單行道之道路終點應有適當的緩衝路幅 

 (C) 設置單行道之方向應順應主車流方向，以減少繞行交通量 

 (D) 道路雙向至少具有三車道以上 

 (E) 尖峰小時雙向車流交通量比為 2：1 以上 

23. 在交通量分析中，有關方向分佈「D 係數」的敘述，何者正確？ 

 (A) 較低流向的交通量與交通量總數之百分比，稱為「D 係數」 

 (B)  D 值越大，表示公路上交通量分佈越均衡 

 (C)  D 值一般大於 0. 5 

 (D) 可提供作為設計調撥車道或偏重式車道之參考 

 (E) 可配合尖峰小時係數（PHF）推算主要車流方向之設計小時流量 

24. 下列哪些為槽化設施設置之基本法則？ 

 (A) 減小衝突面積   (B) 利用較大角度進行併流 

 (C) 有效防止錯誤轉向 (D) 隔離密集式衝突點 

 (E) 藉由「彎道式設計」可對主線車流車速加以控制   

25. 有關交通分區的劃分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A) 各分區應具有均質性               (B) 可利用天然地形或道路

系統 

 (C) 應有等量之人口數 (D) 不以行政區域劃分 

 (E) 儘量保持完整性 

26. 肇事彙總分析中，分析肇事率方法常用之母體指標有哪些？ 

 (A) 地區人口數                       (B) 登記車輛數 

 (C) 延車公里數 (D) 道路長度 

 (E) 地區面積 

27. 交通管制設施欲發揮其效力，必須具備之要件為何？ 

 (A) 能滿足實際需要                   (B) 能引起用路人的注意  

 (C) 有足夠反應時間 (D) 樣式應力求多樣化 

 (E) 能傳達簡單明瞭的意義 

28. 交通標誌依其形狀區分用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正等邊三角形用於一般警告標誌 

 (B) 倒等邊三角形用於警告標誌之「讓路」標誌 

 (C) 八角形用於禁制標誌之「停車再開」標誌 

 (D) 交岔形用於警告標誌之「鐵路平交道」標誌 

 (E) 箭頭形用於指示標誌之「省道路線編號」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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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關交通號誌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以空間分離方式，合理分配路權 (B) 警告與控制車流之行止 

 (C) 控制車流使其連續不間斷 (D) 通行帶寬與續進號誌之

設計速率有關 

 (E) 半觸動號誌於主要道路上有最長綠燈時間的規定，次要道路則有最

短綠燈時間的限制 

30. 有關綠燈早開（遲閉）號誌設計，下列何者正確？ 

 (A) 綠燈早開適用於沒有左轉專用車道之交岔路口 

 (B) 綠燈遲閉較適合於有左轉專用車道的交岔路口 

 (C) 綠燈早開易導致對向駕駛人錯誤的行駛 

 (D) 綠燈早開僅需一個黃燈時段 

 (E) 綠燈遲閉需要兩個黃燈時段 

31. 下列何者係造成道路重現性擁塞之原因？ 

 (A) 尖峰時段                         (B) 車道縮減 

 (C) 車輛拋錨                         (D) 交通事故 

 (E) 上坡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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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09:00~09:05 每隔 15 秒計算並記錄停等在臨近車道上之車輛總數，5

分鐘合計共有 60 輛，同時間通過之流量有 50 輛，其中 35 輛受阻、15

輛未受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該臨近路段總延誤量為 525 車-秒 

 (B) 該臨近路段總延誤量為 750 車-秒 

 (C) 每一臨近車輛之平均延誤為 15 秒 

 (D) 每一臨近車輛之平均延誤為 18 秒 

 (E) 受阻車輛百分率為 70% 

33. 有關標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可視需求繪設於路口或路段中 

 (B) 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設於道路中段，需配合設置行車管制號誌 

 (C) 路面邊線線寬為 15 公分 

 (D) 指向線若為指示轉出車道用，其式樣為弧形虛線箭頭 

 (E) 設有「停車再開」標誌之臨近路段，不用繪設停止線 

34. 有關「快慢車道分隔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用以指示快車道外側邊緣之位置 

 (B) 距離人行道、路緣或車輛停放線應有 1 公尺以上之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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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其線型為白實線，線寬為 15 公分 

 (D) 臨近路口時可採車道線劃設，長度以 60 公尺為原則 

 (E) 若道路設有快慢車道分隔島者，可不用劃設 

35. 關於路邊停車場之規劃設計，下列何者正確？ 

 (A) 以車輛操作而言，斜角停車較平行停車方便、容易 

 (B) 平行停車佔用路幅較斜角停車少，長度相同下所能劃設車位數也較

多 

 (C) 斜角停車對車流運行之干擾較平行停車大 

 (D) 對停車延時之限制屬於路邊停車之空間管制方法 

 (E) 設置計程車招呼站亦屬於路邊停車之空間管制方法 

36. 有關現點速率特性，下列何者正確？ 

 (A) 交通流量增加，速率的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均會顯著下降 

 (B) 空間平均速率為現點速率之算術平均值 

 (C) 使用測速槍，若被測車輛與測速槍間之夾角越大，則所測得速率與

真實速率之差距越大 

 (D) 現點速率資料如用於「事前與事後」之比較研究，前後二次調查地

點應一致 

 (E) 現點速率資料如用於研究「問題路段」，調查位置應位於該問題地點

之下游路段 

37. 有關縱坡長度限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設計載重車輛上坡容許速差(平均行駛速率減設計載重車輛速率)，最

大不得超過 25KPH 

 (B) 當設計載重車輛產生 25KPH 速差之上坡長度，設定為縱坡限制長 

 (C) 縱坡長度超過限制長度時宜設置爬坡車道 

 (D) 設計載重車輛行駛速率低於最低速限時應設置爬坡車道 

 (E) 爬坡車道長度宜小於應變視距 

38. 對於施工地區之交通管制措施，下列何者正確？ 

 (A) 交通管制區通常劃分為 5 個區段 

 (B) 施工警告標誌主要放置於前漸變區段 

 (C) 前漸變區段之漸變長度主要與車道之平移距離及路段之速限有關 

 (D) 緩衝區段應以槽化導引設備顯著標明，必要時可提供器具及車輛停

放 

 (E) 高速公路之施工管制路段不得長於 3 公里，兩封閉路段間之緩衝路

段至少為 3 公里 

 

39. 下列哪些策略屬於主動式公車優先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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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降低週期時間 (B) 延長綠燈時間 

 (C) 連鎖以供公車續進                 (D) 切斷紅燈時間 

 (E) 插入綠燈時間 

40. 公路立體交叉，其出入口佈置之基本要求為何？ 

 (A) 出入口一般情況應佈置於主線右側 

 (B) 主線出入口宜設置較大之匯流角 

 (C) 主線出入口接下坡匝道時，應考慮匝道線型 

 (D) 主線入口以設在主線上坡路段為宜 

 (E) 主線出口位置以設在立體交叉結構物之前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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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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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依於職權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時，對於肇事者之何種法律責任，應以

「調查公開」為原則？ 

 (A) 民事責任   (B) 刑事責任 (C) 行政責任 (D) 

道義責任     

2. 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重大交通事故？ 

 (A) 死亡 2 人   (B) 傷亡 9 人 (C) 受傷 16 人 (D) 

肇事車輛運送危險物品 

3. 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警察處理事故之任務？

  

 (A) 肇事鑑定   (B) 維持交通 (C) 現場調查蒐證 (D) 

肇事原因分析研判 

4. 於省道上，發生一方為軍人之道路交通事故，有關處理權責之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A) 由警察機關與憲兵機關會同處理      (B) 由警察機關處理，憲兵

機關協助 

 (C) 由憲兵機關處理，警察機關協助      (D) 事後刑事案件軍人移地

方法院管轄   

5. 連續發生之交通事故致有損害情形輕重不同之數個現場，且牽連數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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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各現場除分由該管權責單位處理之外，依規定，事後應移由何管轄

單位彙辦？ 

 (A) 第一現場管轄單位 (B) 情節重大現場管轄單位 

 (C) 最終現場管轄單位 (D) 上層管轄單位  

6. 警察受理何種道路交通事故後，應即指派刑事或鑑識人員支援蒐證？ 

 (A) 現場有人死亡之 A1 類    (B) A1 類  

 (C) A2 類  (D) A3 類  

7. 轄區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時，有關通報處置作為之規定，下列何者為非？ 

 (A) 通報該管權責單位主官(管)     (B) 報告該管檢察官 

 (C) 通知當地公路監理機關 (D) 於二小時內傳真通報警

政署 

8. 警察處理道路交通事故，發現有疑似「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所稱身心障

礙者時，應即時通知當地何機關（或單位）主動協助？ 

 (A) 婦幼警察隊      (B) 社政主管機關 

 (C) 衛生主管機關  (D) 教育主管機關 

9. 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跡證之定位、拍照等處理程序中，下列何者得最後

處理？ 

 (A) 落土    (B) 碎片 (C) 水漬 (D) 

血跡 

 

 

10. 警察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時，現場傷患送醫前如意識已逐漸模糊，應儘可

能探詢其身分與交通事故發生經過情形，並輔以錄音或錄影；下列何者

為最佳探詢時機？  

 (A) 請救護車延遲送醫而探詢     (B) 隨救護車前往醫院途中

而探詢  

 (C) 馳赴醫院急診室內而探詢 (D) 至加護病房內而探詢  

11. 汽車駕駛人肇事後重傷，不便實施呼氣酒精濃度檢測；依道路交通事故

處理規範規定，應以何種方式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實施酒精濃度

檢測？ 

 (A) 強制檢測     (B) 視狀況檢測  

 (C) 家屬同意後檢測  (D) 對造要求後檢測   

12. 依相關規定，警察處理道路交通事故，為利當事人和解及後續處理事宜，

應填具「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至於該單提供給當事人之方

法，除主動詢問當事人之外，在一般狀況下，下列何者為正確之提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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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A) 當場主動提供     (B) 事後主動提供  

 (C) 當場依當事人申請提供 (D) 事後依當事人申請提供 

13. 下列哪一種車體損壞的痕跡，是由直接撞擊所形成？ 

 (A) 接觸性痕跡    (B) 感應性痕跡 (C) 擠壓性痕跡 (D) 

牽引性痕跡 

14.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後，在採取車漆化驗前，下列何者應先確認？ 

 (A) 行駛車道    (B) 撞擊地點 (C) 碰撞部位 (D) 

相對應碰撞部位 

15. 小客車以前左車頭撞擊固定物，撞擊後小客車會如何旋轉？ 

 (A) 不會旋轉     (B) 逆時針旋轉 (C) 順時針旋轉 (D) 

旋轉方向不一定  

﹝案例一：依據該案例回答第 16~20 題﹞ 

約晨間 5 時，在某一路口，大貨車由南向西左轉，機車由南向北行

駛於大貨車後方，兩車發生事故；警察到達現場後發現：「（1）大貨車終

止於西端路肢之路緣旁，機車右倒終止於大貨車左後輪正後方，且機車

前輪與大貨車後輪胎面完全接觸在一起；（2）大貨車後車斗本體及後車

斗下方之車體無任何擦撞痕或擦拭痕，但機車騎士已傷重死亡；（3）南

端路肢路面上有一道長約 15 公尺之『弧形狀』刮地痕，該刮地痕起始於

人孔蓋前方 0.5 公尺處，並延伸至機車終止處；（4）大貨車司機對警察

稱『當我左轉彎時，我發現機車速度很快，是機車自己先撞到路面之人

孔蓋因而跌倒，才從後面追撞上我車。』」 

16. 該路面「弧形狀」刮地痕之形成，符合牛頓何種運動定律？ 

 (A) 慣性定律   (B) 作用力定律 (C) 反作用力定律 (D) 

槓桿定律 

17. 大貨車司機稱：「機車由後面追撞上我車」，但撞擊後兩車終止情形係機

車前輪與大貨車後輪胎面完全接觸在一起；請問大貨車司機所言內容是

違反牛頓何種運動定律？ 

 (A) 慣性定律   (B) 作用力定律 (C) 反作用力定律 (D) 

未違反牛頓運動定律 

18. 於案例中，下列何情節為事實？ 

 (A) 機車是撞到人孔蓋才倒地     (B) 機車是由後面追撞大貨

車  

 (C) 機車是因車速快而自行滑倒 (D) 大貨車之終止位置不是

第一終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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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若欲瞭解該案之肇事過程，處理員警應再補蒐證機車與大貨車第一次接

觸部位之跡證，請問該跡證最可能位於大貨車之何區塊？ 

 (A) 後車斗框架處     (B) 後車斗下方車體處 

 (C) 左後輪胎處  (D) 左側車體處   

20. 若於大貨車車體上發現兩車第一次接觸之痕跡，為予以直接證明兩車確

實於該部位發生接觸，可運用下列何種定律(或原理)之方法加以證實？ 

 (A) 牛頓運動定律     (B) 動量不滅定律 

 (C) 路卡交換原理                      (D) 等速運動原理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煞車痕跡得用來研判： 

 (A) 行車速度    (B) 行車軌跡 (C) 行車方

向  

 (D) 撞擊地點 (E) 所屬車輛   

22. 事故現場若發現筆直之「煞車痕跡」，則下列何種跡證會影響煞車前車速

之計算？ 

 (A) 煞車痕跡長度     (B) 煞車痕跡寬度  (C) 路面材

質  

 (D) 路面濕度 (E) 煞車隱跡長度   

23. 輪胎摩擦痕有滑痕（Skidmark）及拖痕（Scuffmark）兩類，有關輪胎摩

擦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滑痕為輪胎轉動時所留下    (B) 滑痕為輪胎鎖死時所留

下 

 (C) 拖痕為輪胎轉動時所留下 (D) 拖痕為輪胎鎖死時所留

下 

 (E) 滑痕、拖痕中均可能出現扁平胎痕   

24. 有關路面輪胎痕中「偏向拖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整體痕狀呈弧線     (B) 痕身有間斷紋，且間斷紋

超過 10 公分  

 (C) 痕身之主要間斷紋與痕身呈斜角狀 (D) 為車輛高速轉彎輪胎未

鎖死時所致 

 (E) 為車輛高速轉彎輪胎鎖死時所致   

25. 事故現場若發現「偏向拖痕」，在量取下列何種數值之後，即可計算得知

當時之車速？ 

 (A) 弦長     (B) 超高 (C) 弦高（中

垂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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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痕寬 (E) 間斷紋長度   

26. 下列哪些跡證可用來研判兩車撞擊地點？ 

 (A) 撞擊滑痕    (B) 散落物終止位置 (C) 刮地痕

  

 (D) 固定物被撞痕 (E) 車輛終止位置   

27. 騎乘機車是肉包鐵，在機車事故傷者送醫後，偵查人員到醫院除了詢問

筆錄之外，還有何種作為有利於跡證之蒐集，以還原真相？ 

 (A) 對體傷照相    (B) 指導家屬對體傷照相 (C) 收集傷

者衣服  

 (D) 索取診斷證明書  (E) 詢問醫護人員    

28. 在事故現場中機車刮地痕之蒐證很重要，因為其可用來研判機車： 

 (A) 倒地前行駛位置 (B) 倒地前真實行駛車速 

 (C) 倒地前有無受到外力作用 (D) 倒地後有無受到外力作

用 

 (E) 行駛方向   

29. 在機車事故中，若欲瞭解機車撞擊後倒地時之車速，請問應調查下列何

種事證？ 

 (A) 撞擊地點 (B) 機車終止地點 (C) 機車刮

地部位高度  

 (D) 機車刮地痕長度 (E) 重力加速度(g)   

30. 甲大貨車與乙小貨車於路段中發生對撞，事故後發現：「甲大貨車翻車終

止於對向車道，乙小貨車旋轉後終止於自己之車道」。請問：下列何種跡

證或事實，最能證明該肇事之關鍵原因？ 

 (A) 甲車終止於對向車道     (B) 甲車超速行駛 

 (C) 乙車侵入對向車道 (D) 兩車碰撞地點 

 (E) 碰撞時兩車之夾角   

31. 承上題，下列何種跡證之定位與照相，對於釐清該對撞事故之肇事關鍵

原因最有幫助？ 

 (A) 甲車煞車痕    (B) 乙車刮地痕  

 (C) 雙黃線旁輪胎擦地痕 (D) 雙黃線旁車體刮地痕 

 (E) 雙黃線旁玻璃碎片 

 

 

﹝案例二：依據該案例回答第 32~40 題﹞ 

在夜間 9時，郊區雙向雙車道直線路段，全聯結車以時速至少 60KPH

（km/Hr）行駛於機車左後方，當全聯結車超越機車時，發生全聯結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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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擦撞機車之情形；肇事後警察發現：「（1）全聯結車車尾終止於機車

前方 16.1m 處，機車左倒倒向道路中央（騎士終止於機車旁、位於機車

與雙黃線之間）；（2）機車騎士頭顱右顳部有 1×3cm 的破洞，但頭顱完

整沒有被輾壓之痕跡；同時左臉有擦撞痕，但右臉無任何擦撞痕；騎士

因頭部破洞且血流滿地，於事故後昏迷並肇致死亡（無搭載乘客）；（3）

拖車右前輪、右後輪之胎身右側面分別有擦撞痕，但聯結車司機稱『我

拖車前輪、後輪輪胎上之擦撞痕，是行駛過程中輪胎壓到路緣所致，我

未撞到機車，是機車為了閃避前方坑洞而自行摔倒致死』；（4）路面痕跡

除了有全聯結車煞車痕、血跡、騎士工作帽、機車散落物之外，於機車

終止處附近無任何刮擦地痕，路面亦無任何石塊或尖硬物體」。 

32. 撞擊機車騎士頭顱右顳部的物體，可能位於全聯結車之何部位？ 

 (A) 輪胎底部  (B) 輪胎側面  (C) 車輪擋

泥板端  

 (D) 輪圈突出處  (E) 防捲入裝置前端   

33. 請問該兩車之撞擊部位可能位於全聯結車右側車體之何區塊？ 

 (A) 車頭正面    (B)  1.7m 以上之車體 (C)  1.7m

以下之車體 

 (D) 拖車右後輪以前之車體 (E) 曳引車右前輪以後之車體 

34. 由於該案發生於夜間（無燈光照明），為證明全聯結車有無撞擊機車騎

士，則應對全聯結車之可能撞擊區塊採行下列哪些措施，以取得關鍵性

之跡證？ 

 (A) 在現有燈光下實施勘查  (B) 在補強燈光下實施勘查 

 (C) 僅實施概況攝影 (D) 實施概況攝影及特徵攝

影 

 (E) 請鑑識單位對涉嫌之撞擊痕加以採樣送驗 

35. 下列何種措施是處理員警適法之蒐證？  

 (A) 扣押機車     (B) 扣押全聯結車，逾三個月

逕行領回  

 (C) 扣押全聯結車 (D) 全聯結車司機問完筆錄

後得不予解送 

 (E) 全聯結車司機問完筆錄後逕行釋回    

36. 為證明全聯結車確實撞擊到機車騎士並肇致死亡，下列何者可能是遺留

於全聯結車車體上之關鍵性跡證？ 

 (A) 毛髮         (B) 屑肉          (C) 織物痕 

 (D) 擦拭痕  (E) 血液滴落痕 

37. 為瞭解該案之肇事過程，及在全聯結車車速不明情況下，處理員警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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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下列哪些跡證？ 

 (A) 機車終止位置與定位    (B) 聯結車終止位置與定位 (C) 行車紀

錄紙（器）  

 (D) 煞車痕位置與長度 (E) 留有毛髮之車體部位與特徵   

38. 為瞭解該案之肇事原因，處理員警應再補充下列哪些跡證？ 

 (A) 車道寬度     (B) 聯結車車寬 

 (C) 聯結車車長 (D) 血跡與聯結車終止位置

之左右間距 

 (E) 機車與聯結車終止位置之左右間距   

39. 於該案例中，機車騎士致死之原因是： 

 (A) 被全聯結車輾壓過  (B) 被全聯結車右側車體尖

銳物撞擊到  

 (C) 被全聯結車拖行 (D) 自行摔倒滑行  

 (E) 全聯結車快速超車時，所產生之氣流將機車吸過來   

40. 假設該機車左手把端曾與該全聯結車右側車體發生擦撞，則有關遺留於

全聯結車車體上擦撞痕跡特徵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掛鉤之後端有擦撞痕     (B) 掛鉤之前端有擦撞痕 

 (C) 掛鉤之側端有擦撞痕 (D) 防捲入裝置之下端有擦

撞痕 

 (E) 防捲入裝置上擦撞痕之高度為前高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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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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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駕駛人行經下列何處所可以倒車？ 

 (A) 慢車道路段   (B) 圓環標誌路口  

 (C) 設有單行道標誌之路段 (D) 狹橋標誌路段  

2. 下列何處所之違規停車行為，在應到案期限內所處罰鍰最高？ 

 (A) 停車時間、位置、方式、車種不依規定 

 (B) 在消防栓之前停車 

 (C) 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停車             

 (D) 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處所違規停車 

3. 占用道路之廢棄車輛，經民眾檢舉或由相關機關查報後，由警察機關通

知車輛所有人限期清理；車輛所有人屆期未清理或其行方不明，或無法

查明該車輛所有人時，應由何機關先行移置？ 

 (A) 警察局行政課   (B) 警察分局行政組 (C) 縣政府衛生局 (D) 

縣政府環保局 

4. 甲君所有之自小客車，車身全長為四點二公尺，甲君想購置拖車載運郊

遊用具，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若欲附掛拖車行駛時，扣除其車

身長度後，甲君所購置之拖車長度，應在多長之範圍內？ 

 (A) 一點八公尺    (B) 二點三公尺 (C) 二點八公尺 (D) 

三點三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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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汽車駕駛執照之分類，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總共有幾類？ 

 (A) 14類    (B) 15類 (C) 16類 (D) 17

類 

6. 自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駕駛總重量逾三.五公噸之動力機械行駛道路

時，其駕駛人應領有何車種以上之駕駛執照，始符規定？ 

 (A) 大貨車 (B) 小貨車 (C) 大客車 (D) 

聯結車  

7. 拖吊車輛於高速公路執行拖吊任務時，除有特殊狀況外，禁止變換車道

並應行駛何車道？ 

 (A) 內側車道    (B) 中線車道 (C) 中外車道 (D) 

外側車道 

8. 汽車於快速道路行駛途中，因機件故障無法滑離車道時，除顯示危險警

告燈外，應在故障車後方多遠處，設置車輛故障標誌警示，以維行車安

全？ 

 (A) 三十至五十公尺 (B) 三十至八十公尺  (C) 五十至一百公尺 (D) 

一百公尺以上 

 

 

9.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受處分人於裁決後，逾法定期間未向管轄地方

法院聲明異議，裁決單位應有之處置，下列何者不正確？ 

 (A) 經處分沒入之車輛，於裁決確定後辦理公告拍賣 

 (B) 經處分吊銷、註銷駕駛執照，由處罰機關逕行註銷  

 (C) 罰鍰不繳，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D) 經處分追繳欠費，於裁決確定後，將裁決書抄本移送應收欠費之機

關，以憑追繳欠費    

10.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

通過，下列處罰情形，何者不正確？ 

 (A) 機器腳踏車最低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罰鍰 

 (B) 汽車最低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罰鍰  

 (C) 機器腳踏車最高處新臺幣二千四百元罰鍰 

 (D) 汽車最高處新臺幣三千六百元罰鍰   

11. 汽車駕駛人酒醉駕車行為於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之後，若

不服舉發事實時，應於十五日內，向下列何機關陳述意見？ 

 (A) 駕籍地之警察機關     (B) 舉發單位之上級機關 

 (C) 行為地之監理機關 (D) 行為地之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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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村里之民眾利用道路路邊搭戲棚演戲謝神活動，應向下列何單位申請許

可？ 

 (A) 縣(市)政府交通局  (B) 鄉 (鎮市 )公所民政課 

  

 (C) 村里辦公處   (D) 當地分駐（派出）所

   

13. 汽車駕駛人超速違規，經自動照相器材拍照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規定，自行為日起，逾多久之期間即不得舉發？ 

 (A) 二十日     (B) 三十日  (C) 二個月 (D) 

三個月  

14. 因違規停車致被移置保管之車輛，經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屆期未

領回者，經公告三個月後，仍無人認領者，應由下列何機關執行拍賣？ 

 (A) 移置保管機關   (B) 公路監理機關  (C) 縣政府交通局 (D) 

縣政府環保局   

15. 甲君因駕駛農用拼裝車違規行駛，經舉發後在裁決前，甲君因故死亡，

其所涉違規之拼裝車，應如何處置最恰當？  

 (A) 仍應科予「罰緩」及「沒入」處分  (B) 僅科予「罰緩」處分  

 (C) 僅科予「沒入」處分 (D) 由處罰機關依權責簽結

並發還拼裝車   

16. 於標繪黃線禁止停車之路段內，其禁止停車之效力，下列何者正確？ 

 (A) 於禁止停車線之外側路面，有足夠空間時仍可停車  

 (B) 於禁止停車線之外側路面，妨礙交通時不可停車 

 (C) 於禁止停車線之內、外側路面均不得停車 

 (D) 於禁止停車線之外側路面有足夠空間，且做好安全警示設施時仍可

停車   

17. 甲君駕駛汽車行駛高速公路，乙君駕駛汽車行駛一般道路，兩人之行車

速度均超過所行駛路段規定之最高時速六十公里以上，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規定，應如何舉發才屬恰當？ 

 (A) 甲君依第 33條第 1項第 1款處罰，乙君依第 40條處罰      

 (B) 甲君依第 33 條第 1 項第 1 款最高罰緩處罰，乙君依第 40 條最高罰

緩處罰 

 (C) 甲君依第 33 條第 1 項第 1 款最高罰緩處罰，乙君依第 43 條第 1 項

第 2款處罰  

 (D) 甲、乙二君，均依第 43條第 1項第 2款處罰             

18. 下列汽車違規行為，以何者所處罰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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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汽車未依規定裝設行車紀錄器     (B) 汽車裝設之行車紀錄器

無法正常運作 

 (C) 汽車未依規定保存行車紀錄卡         (D) 不當使用行車紀錄器致

無法正確紀錄資料   

 

19. 持大客車駕駛執照駕駛聯結車之駕駛人，被警察攔下檢查時，會受到下

列何種處罰？ 

 (A) 處一萬二千元罰緩    (B) 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 

 (C) 吊銷其駕駛執照  (D) 記該汽車駕駛人違規點

數一點 

20. 汽車駕駛人對於六歲以下或特別需要看護之兒童，單獨留置於車內，應

受下列何種處罰？ 

 (A) 處新臺幣一千元罰緩，並施以二小時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B) 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緩，並施以四小時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C) 處新臺幣三千元罰緩，並施以二小時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D) 處新臺幣三千元罰緩，並施以四小時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汽車駕駛人連續駕車超過八小時經查屬實，或患病足以影響安全駕駛，

應受哪些處罰？  

 (A) 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B) 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駕駛 

 (C) 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駕駛 

 (D) 汽車駕駛人記違規點數一點  

 (E) 如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得吊扣其汽車牌照三個月  

22. 計程車駕駛人之執業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未向警察機關辦理執業登記，領取執業登記證，即行執業者，處新

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緩 

 (B) 未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經處罰鍰後，仍不依規定辦理者，吊扣其

駕駛執照 

 (C) 未依規定期限參加年度查驗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罰緩 

 (D) 經廢止其執業登記者，未滿一年不得再行辦理執業登記 

 (E) 執業時，未依規定將執業登記證安置於車內指定之插座，處新臺幣

一千五百元罰緩 

23. 汽車駕駛人行駛於一般道路時，下列何種情形禁止超車？ 

 (A) 道路施工地段     (B) 有坡度之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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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對向車道僅有一輛車欲交會時 (D) 利用前行車之右側超車 

 (E) 車站附近  

24. 在圓環、交岔路口十公尺內，哪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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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機關      (B) 民政機關  

 (C) 公路主管機關  (D) 社區管理委員會 

 (E) 縣議會或鄉鎮市代表會   

25.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時，下列何者正確？ 

 (A) 撞傷正執行交通勤務中之警察，應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 

 (B) 於高速公路駕車肇事致人受傷者，應記違規點數三點  

 (C) 於高速公路駕車肇事致人死亡者，應吊銷其駕駛執照   

 (D) 利用汽車犯罪，在判決確定前，得視情形暫扣其駕駛執照，禁止其

駕駛 

 (E) 撞傷正執行交通勤務中之警察，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

鍰   

26. 有關廢棄車輛之認定基準與查報處理辦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上述規定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二條之一第二項訂定 

 (B) 失去原效用之事故車或解體車，應認定為廢棄車輛  

 (C) 經車輛所有人以書面放棄之車輛，應認定為廢棄車輛 

 (D) 車體髒污、銹蝕停放路邊之車輛，應認定為廢棄車輛 

 (E) 違規停放於停車格內銹蝕之車輛，應認定為廢棄車輛  

  

 

27. 裝載危險物品之車輛應遵守之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A) 應具備危險物品道路運送計畫書及物質安全資料表 

 (B) 應隨車攜帶核發之臨時通行證  

 (C) 駕駛人應依規定之路線及時間行駛 

 (D) 駕駛人應經專業訓練並攜帶有效證明書 

 (E) 隨車不得攜帶非所裝載危險物品之物質安全資料表   

28. 四輪以上汽車在劃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道路行駛時，依規定，除了下列

哪些情形外，不得行駛慢車道？ 

 (A) 啟動行駛      (B) 準備轉彎 

 (C) 準備停車  (D) 準備超車 

 (E) 準備臨時停車   

29. 下列何種車輛於執行任務時，其臨時停車及停車地點，得不受有關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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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臨時停車規定之限制？ 

 (A) 垃圾車     (B) 消防車  

 (C) 社區巡守隊巡邏車 (D) 出殯靈車 

 (E) 傳遞郵件電報車   

30. 交通勤務警察執行交通稽查任務時，遇行為人違規行為，未嚴重危害交

通安全，且情節輕微者，下列何種情形，以不舉發為適當？ 

 (A) 駕駛汽車未隨身攜帶駕駛執照      

 (B) 因道路上臨時發生障礙，不減速慢行 

 (C) 利用道路修理家具  

 (D) 駕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未逾百分之二十 

 (E) 深夜時段（零至七時）於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處所停車   

31. 交通勤務警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案件時，下列哪些違規案件，其到

案之日期距舉發日為三十日？ 

 (A) 以科學儀器照相取締騎乘機車未依規定戴安全帽之案件 

 (B) 駕駛人不在場之違規停車案件 

 (C) 未依號誌指示行駛，記明車號經多日後，始查明車主告發之案件 

 (D) 當場舉發汽車買賣業或汽車修理業，在道路上停放待售或承修車輛

之案件 

 (E) 嚴重違規之自行車舉發案件  

32. 執行交通勤務稽查時，下列哪些情形，應當場暫時代保管其駕駛執照？ 

 (A) 駕駛汽車未隨身攜帶行車執照    (B) 使用逾期之駕駛執照駕

車  

 (C) 職業汽車駕駛人逾期審驗半年以上 (D) 汽車裝載貨物行駛肇事

因而致人重傷 

 (E) 汽車駕駛人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   

33. 警察機關受理民眾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後，下列何者正確？ 

 (A) 應即刻派員查證，若屬實，應即舉發，並將處理情形回復檢舉人 

 (B) 為查證民眾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必要時得通知檢舉人到案

說明  

 (C) 對於民眾檢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之事件，自行為成立之日起，查證

時間已逾三個月者，不 得舉發，應予簽結 

 (D) 同一違規行為再重複檢舉者，應予舉發 

 (E) 匿名檢舉案件，即使檢舉事實具體明確，亦不得舉發   

34.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道路時，駕駛人不得有哪些行為？ 

 (A) 跨行路肩超越前車     (B) 在加速車道超越前車  

 (C) 在減速車道超越前車 (D) 在外側車道超越前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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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由主線車道變換至爬坡道超越前車   

35. 警察機關發現計程車駕駛人有下列哪些情形時，應廢止其執業登記，並

依相關規定收繳執業登記證？ 

 (A) 職業駕駛執照吊扣者      

 (B) 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  

 (C) 已自行辦理撤銷執業登記，且填具切結書者  

 (D) 計程車駕駛人死亡者 

 (E) 不依規定參加年度查驗，經處罰鍰且逾三個月以上仍不辦理者  

36. 汽車駕駛人駕車時，下列哪些情形，應禁止其駕駛且車輛當場移置保管，

並通知汽車所有人限期領回？ 

 (A) 使用偽造、變造或蒙領之車牌    (B) 使用吊銷、註銷之牌照

行駛  

 (C) 懸掛他車牌照行駛 (D) 牌照吊扣期間行駛 

 (E) 牌照業經繳銷、報停，無牌照仍行駛   

37. 對於汽車駕駛人之行為，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掣單舉發者，下列哪些情

形得逕行舉發？ 

 (A) 搶越行人穿越道  (B) 不服指揮稽查而逃逸  

 (C) 跨越槽化線  (D) 未依規定行駛車道 

 (E) 違規停車經學校執行交通服務隊現場導護之教官簽證檢舉   

38. 汽車之丈量量計方法，下列何者正確？ 

 (A) 車長：自前保險桿至車尾最末端（保險桿不計在內）之長度 

 (B) 車高：自地面至車身最高點之高度 

 (C) 輪距：前後輪胎中心線之距離 

 (D) 軸距：左右輪胎輪軸中心點之距離  

 (E) 後懸：最後軸中心點與車尾間之距離，但保險桿不計在內 

39. 下列哪些駕駛行為，肇事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ㄧ？ 

 (A) 無駕駛執照駕車  (B) 酒醉駕車  

 (C) 吸食迷幻藥駕車  (D) 連續闖紅燈駕車 

 (E) 於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   

40. 駕駛人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25毫克以上未滿 0.40毫克或血

液中酒精濃度超過百分之 0.05以上未滿 0.08之檢測結果，其應處罰鍰之

情形，下列何者正確？ 

 (A) 機器腳踏車最低處罰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B) 小型車最低處罰新臺幣一萬七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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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大型車最低處罰新臺幣二萬二千五百元  

 (D) 機器腳踏車最高處罰新臺幣二萬二千五百元 

 (E) 大型車最高處罰新臺幣三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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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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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警察機關對於其移送案件之被告受羈押者，認為有帶同被告外出繼

續追查贓證、其他正犯或共犯之必要時，得報請檢察官核發何者？ 

 (A) 偵查指揮書  (B) 偵查授權書  (C) 司法發交書 (D) 司

法偵查書 

2. 關於境外犯罪案件的管轄責任區分，其順序為何？ 

 被害人工作地之警察機關  

 被害人居住地之警察機關 

 被害人家屬居住地之警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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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警察人員對於自首案件應注意的事項為何？ 

 是否為他人頂罪 

 其身心是否正常 

 是否逾法定追訴期 

 有無不正當之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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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下列何者不是電腦犯罪案件的訊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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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擁有、使用網路服務公司之撥接帳號 (B) 擁有、使用電子郵件帳

號及代號 

 (C) 擁有、使用網路服務公司網頁之網址 (D) 擁有、使用電腦、鍵盤、

電源線之設備 

5. 下列何者不是「警察機關執行圍捕任務規範」中所規定的圍捕部署方式？ 

 (A) 以直接破門進入查捕    (B) 以臥底裡應外合 

 (C) 以計誘圍捕對象開門 (D) 以守望伺機進入 

6. 警察人員到達刑案現場，宜先觀察全場，注意現場跡證及其關係位置，

並特別留意下列何者？ 

 現場物件之異常狀況 

 門、窗、電燈、電視、音響等設備之原始狀況 

 各類案件證物袋採集流程之完備性 

 溫度、氣味、顏色、聲音等易於消失之原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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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採取手部之射擊殘跡，應於案發後幾小時內儘速採集未經清洗、擦拭、

救護之手部殘跡？ 

 (A) 8小時  (B) 12小時  (C) 16小時  (D) 20小

時 

8. 下列何者不是犯罪情報研判及濾除的基本原則？  

 (A) 是否吻合經驗法則 (B) 是否吻合主觀情境  

 (C) 掌握複式查證   (D) 掌握實地驗證  

9. 主要偵查重點在於找出發生特定犯罪行為的物證、以物證去連結(Link)

犯下該案的特定人、取得被害人及證人的證詞、取得犯嫌接受偵訊時的

口供，此一偵查模式稱為？ 

 (A) 犯嫌為主(Suspect Centred)     (B) 證 物 為 主 (Evidence 

Base) 

 (C) 被動反應(Reactive) (D) 主動先發(Proactive) 

10. 在案情研判中，研判犯罪工具的主要偵查價值為何？ 

 研判作案人情緒 

 連結特定犯罪者 

 推定可能犯罪者 

 歸納犯罪手法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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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重大治安事故中，下列何者不是新聞聯絡官的主要職責？ 

 (A) 安排新聞發言人與相關人士訪談或接受採訪 

 (B) 設置特定媒體採訪區，以保護記者安全，並利於記者拍攝及觀察 

 (C) 管制新聞記者的進出，以確保記者不致干擾警方的行動 

 (D) 準備照片及錄影畫面，定時發佈訊息 

12. 在緊鄰偵訊室的地方設置一間觀察室，具有何種功能？ 

 在長時間偵訊時，可作為主訊、陪訊、戒護等人員輪流休息之用  

 在不影響隱私下，能觀察到犯嫌的表情與聽到所說的話  

 彙整犯嫌的行為態樣，以提供之後的偵訊人員參考  

 在適度防止脫逃、自殺的措施下，能觀察犯嫌單獨留在偵訊室裡的種

種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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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關於犯嫌的情緒反應或行為徵候，下列何者較不可能在偵訊過程中顯

露？ 

 (A) 沉默現象或焦慮徵候  (B) 氣定神閑或語調清晰而

確切 

 (C) 絕望或自我放棄  (D) 無禮態度或憤怒激動 

14. 犯罪者會移動到住處以外地區犯案，此處距離他日常生活作息地區有一

段距離；亦即犯罪的居住區域與犯罪區域兩者並不重疊，此種犯罪者稱

為？ 

 (A) 劫掠型(Marauder) (B) 通勤型(Commuter) 

 (C) 有組織型(Organized) (D) 無組織型(Disorganized) 

15. 下列關於犯罪者作案的空間行為模式(Spatial Behavioral Pattern)之描

述，何者不正確？ 

 (A) 犯罪常發生在犯罪者居住地附近，符合最省力原則(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B) 作案路程(Journey to Crime)符合距離遞減效應，越遠離犯罪者居住

地，犯案次數越少 

 (C) 青少年犯案大多在居住地區附近，作案路程距離通常較成年犯短 

 (D) 作案路程隨犯罪類型不同而有差異，暴力犯罪者的作案路程通常較

財產犯罪者長 

16. 在命案偵查中，犯案兇嫌將屍體移到床上，再以枕頭墊在頭部下，並以

毛毯覆蓋身體，就好像一切都沒發生似的；其目的是想從難過、懊悔

(Regret)的情緒中獲得恢復，以抒解內心的壓力，此一特殊行為稱為： 

 (A) 解離(Dissociation) (B) 還原(Un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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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 (D) 擺姿勢(Posing) 

17. 在故佈疑陣的命案中，犯罪現場與變造結果之間所出現的不一致情形稱

為： 

 (A) 破綻(Red Flag)  (B) 儀 式 行 為 (Ritualistic 

Behavior) 

 (C) 情愛圖像(Lovemap) (D) 性倒錯(Paraphilia) 

18. 下列關於人質危機處理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零傷亡」是人質事件的最高處理原則(B) 人質事件開始時，應儘

可能避免與挾持者接觸 

 (C) 應由專業談判人員進行談判 (D) 應儘可能緩和對峙情

勢，延長談判時間 

19. 警察人員為達成維護治安、協助偵查犯罪的任務，基於法律的授權，對

警察機構與人員，以最嚴密的編組，運用警察裝備於分配時間內，循不

同方式執行有規劃、有效率的活動稱為： 

 (A) 犯罪偵查分析  (B) 犯罪偵查評量  (C) 犯罪偵查勤務  (D) 犯

罪偵查重建 

20. 對象車沿途經過的路上，事先均有佈置跟監車，當對象車經過每一據點

時，跟監車將訊息傳往前面的跟監車；此種車輛跟監方式稱為： 

 (A) 一路跟監法  (B) 二車跟監法  (C) 三車跟監法  (D) 跳

蛙式跟監法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警察人員於管轄區外執行搜索、逮捕、拘提等行動時，應通報請求當地

警察機關會同辦理；但下列何者得免通報？  

 (A) 未攜帶槍械者  (B) 探訪活動  (C) 情報蒐

集  

 (D) 埋伏  (E) 跟監 

22.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刑案「續報」的時機為何？  

 (A) 發現之初   (B) 重大變化時  (C) 破獲後  

 (D) 結案時  (E) 重要階段告一段落時 

23. 依據「警察偵犯罪手冊」規定，在接獲諮詢人員提供情報線索，警察人

員應詳核其： 

 (A) 年齡  (B) 地位  (C) 目的 

 (D) 可靠性  (E) 動機 

24. 依據「警察偵犯罪手冊」規定，案情研判旨在瞭解犯罪嫌疑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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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犯行  (B) 動機  (C) 習癖 

 (D) 發展  (E) 過程 

25. 在偵查要領中關於人的清查方面，下列何種對象應特別注意？ 

 (A) 案件發生後，關係人突告失蹤者     (B) 在地方素行不良，有前

科資料者 

 (C) 案件發生後，忽然態度失常者 (D) 對本案表現漠不關心者 

 (E) 具有地緣關係的智障者  

26. 案件雖經偵破，仍應根據下列何者澈底追查，繼續尋求擴大偵破的機會？ 

 (A) 犯罪嫌疑人前科     (B) 犯罪嫌疑人羈押期間生

活狀態 

 (C) 犯罪嫌疑人供述  (D) 犯罪模式 

 (E) 查證結果   

27. 執行圍捕任務時，圍捕指揮所位置的選定，首應考量下列何者？ 

 (A) 便於媒體採訪  (B) 便於發佈新聞  (C) 便於撤

離警力 

 (D) 隱蔽性 (E) 安全性 

28. 當突擊行動發起，戰鬥開始，各組合警力應依其派遣任務與行動計畫，

並以下列何種精神執行圍捕任務？ 

 (A) 果敢 (B) 亢奮 (C) 英勇  

 (D) 悲憤 (E) 機敏 

29. 下列何者不是侵入住宅竊盜現場照相的基本要項？ 

 (A) 鞋印  (B) 工具痕跡  (C) 交通工

具 

 (D) 破壞情形  (E) 進入／逃離路徑 

 

30. 勘察暴力犯罪案件被害人之屍體，應注意下列何者？ 

(A) 配合法醫驗屍，並為必要之記錄 

(B) 查詢是否為失蹤人口的屍體 

(C) 研判陳屍之地點是遇害地點或是死後移屍 

(D) 於屍體上、衣服上或陳屍地面附近仔細蒐集各項跡證 

(E) 記錄陳屍之位置 

31. 下列何者是發現證物後，刑案現場照相的基本要項？ 

 (A) 應拍攝其與現場的關聯性 (B) 宜有現場全景、中景及

近景 

 (C) 證物照相應以垂直拍攝為原則 (D) 重要之跡證需加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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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拍攝 

 (E) 證物照相應輔以其他適當角度拍攝 

32. 通常刑案發生後的三天之內是破案的高峰期，主要理由為何？ 

 (A) 比較可能尋覓證人，且其記憶猶新 

 (B) 涉案者仍未逃亡，且心情也尚未冷靜下來 

 (C) 涉案者對於案情的捏造和不在場的證明，較可能尚未準備妥適 

 (D) 現場重要證物，較易辨識與採集 

 (E) 專案小組尚未成立，較不會有爭功諉過的問題發生 

33. 下列關於現場查訪(Canvass)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其目的在瞭解案發時及案發前後，有無發現任何可疑的人、事、物 

 (B) 查訪的內容主要是刑案發生的經過、前後異常現象 

 (C) 如有必要時，應暗示或讓受訪者覺得有再接受訪問的可能 

 (D) 徹底而有效的現場查訪工作，往往是破案的重要關鍵 

 (E) 應採用開放式的詢問法，注意避免使用「是與否」等誘導性詞句 

34. 現場目擊證人的描述情況，會受到下列何種個別案件因素的影響而產生

不同程度的誤差？ 

 (A) 目擊時間長短  (B) 案件重大與否  (C) 是否預

謀犯案  

 (D) 有無凶器出現  (E) 目擊者體型 

35. 下列關於警方與線民聯絡及會面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警方與線民聯絡的方式，需依憑個人對線民的瞭解、熟絡和危險程度

而定 

(B) 基本上單獨與線民會談不是個好主意，因為可能被線民設計陷害、攻

擊 

(C) 至於會面的頻率則視情況而定，應避免不必要的會面 

(D) 員警與線民相當熟稔後，能使線民對員警產生信任，有利任務的進行 

(E) 在購物中心停車場與線民會面，適合作長時間會面，且不易被他人認

出 

36. 下列何者是屬於近三十年來新發展的偵查科技？ 

 (A) 指紋紋型鑑別  (B) 犯罪資料庫  

 (C)  DNA鑑定  (D) 地緣剖繪 (Geographical 

Profiling) 

 (E) 犯罪剖繪(Criminal Profiling) 

37. 連續型犯罪(Serial Crime)的案件連結(Case Linkage)，所運用的連結項目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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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人證  (B) 物證  (C) 心理痕

跡 

 (D) 犯罪心理  (E) 犯罪手法 

38. 關於住宅竊盜犯的犯罪習癖(Unusual Acts)，下列何者描述正確？  

(A) 有時會增加竊嫌在現場逗留的時間 

(B) 是竊嫌於犯罪現場所出現不屬於完成作案的必要行為 

(C) 通常並不會提高竊嫌被捕的風險 

(D) 在被竊住宅內的性自慰行為是屬於犯罪習癖 

(E) 在被竊住宅內的牆壁上塗鴉行為亦是屬於犯罪習癖 

39. 一般而言，偵訊時誠實與不誠實的犯嫌，在口語(Verbal)反應上的典型差

異為何？ 

 (A) 誠實者全盤否認涉案；不誠實者則否認所涉案件的某一部分 

 (B) 誠實者不逃避用刺耳或直接的字彙描述犯罪案件；不誠實者則避免

用刺耳或直接的字眼討論案情 

 (C) 誠實者直接、未經修飾地回答；不誠實者則遲疑、逃避或閃躲地回

答 

 (D) 誠實者沒有加任何自我限定的回答；不誠實者則加了些情況、條件

限定的回答 

 (E) 誠實者談話中，不會插一些不相關的話；不誠實者談話中，扯東扯

西的 

40. 下列何者是自慰性窒息死(Autoerotic Asphyxiation)的現場跡證？ 

 (A) 現場有侵入及打鬥痕跡 (B) 死者赤裸地陳屍在房間

床鋪上 

 (C) 男性死者穿著女性內衣褲  (D) 現場地上留有性玩具及

色情書刊 

 (E) 陳屍地點常是隱蔽或獨立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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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99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
學 考 試 試 題 

系別：刑事警察學系 

科目：刑事鑑識概論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40題，第1至20題為單一選擇題；第21至40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41至80題空

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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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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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對者每題給2分；答錯者倒扣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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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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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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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4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2分，共40分) 

1. 下列何者是層析法在證物鑑識上的功能？ 

 (A) 可分離混合物質 (B) 可知其分子結構 (C) 可測分子質量 (D) 

可測分子的官能基 

2. 大麻在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屬於第幾級毒品？ 

 (A) 一級  (B) 二級  (C) 三級  (D) 

四級 

3. 一般而言，下列何種檢體所含DNA的量最多（每單位體積的含量）？ 

 (A) 血液   (B) 唾液  (C) 尿液  (D) 

精液 

4. 依我國行政院衛生署所公告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機構認可基準」，以

氣相層析質譜法分析甲基安非他命時，其認定為陽性的閾值是多少？ 

 (A) 50ng/ml   (B) 500ng/ml (C) 100ng/ml (D) 

150ng/ml 

5. 在火災現場由下列何種燃燒痕跡可判定起火點？ 

 (A) 木質地板上之V型燃燒型態 (B) 牆壁上形成之V型燃燒

型態 

 (C) 塑膠地板上之池塘狀型態 (D) 混凝土地板之鬼狀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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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火場現場所收集的易燃性縱火劑檢體不適合用下列何種容器包裝？ 

 (A) 聚酯類塑膠袋 (B) 乾淨鐵罐 (C) 耐龍類塑膠袋 (D) 

聚乙烯類塑膠袋 

7. 下面那一種爆炸物對摩擦、撞擊最敏感？ 

 (A) 黑色火藥(black power) (B) 三 硝 基 甲 苯

(2,4,6-trinitrotoluene) 

 (C) 代拿邁(dynamite)  (D) 硝 酸 銨 (ammonium 

nitrate) 

8. 對於液態縱火劑殘跡前處理中，高沸點的成分以何種萃取法效果較好？ 

 (A) 靜態頂空吸附法 (B) 動態頂空吸附法 (C) 固相微萃取法 (D) 

超臨界點流體萃取法 

9. 下列何者可用來顯現黏濕性表面之潛伏指紋？ 

 (A) 寧海徳林試劑    (B) 微粒子試劑 (C) 瞬間接著劑 (D) 

硝酸銀法 

10. 要確認兩個子彈彈頭是否從同一把槍射出時，比對下列何種特徵的特異

性最高？ 

 (A) 來復線種類 (B) 來復線數目 (C) 槍管陽線刮擦痕 (D) 

槍管陰線刮擦痕 

11. 要檢驗射擊殘跡是否含有銅離子，以下列何種方法檢驗最合適？ 

 (A) 格里斯試劑(Griess test) (B) 紅胺酸試劑 (rubeanic 

acid test)   

 (C) Sodium Rhodizonate試劑 (D) 二 苯 胺 試 劑

(diphenylamine test) 

12. 在交通事故中，下列有關油漆採證與鑑識要領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可採摩擦或被撞擊的車子上任何部分的油漆當標準檢體 

 (B) 對已轉移的油漆檢體可選擇採取局部的檢體 

 (C) 油漆檢體的分析首要步驟是進行各種化學分析 

 (D) 進行油漆鑑識分析，首先要做的是樣品的紀錄，紀錄包括檢體的大

小、形狀與顏色 

13. 使用KM(Kastle-Meyer)試劑測試經棉棒轉移的可疑斑點時，下列何種試

驗過程可判斷該斑點可能會有血液的存在？ 

 (A) 在棉棒上滴1、2滴酒精，然後滴1、2滴KM試劑，變桃紅色 

 (B) 在棉棒上滴1、2滴酒精，然後滴1、2滴KM試劑，變藍色 

 (C) 在棉棒上滴1、2滴酒精，然後滴1、2滴KM試劑，不變色，再滴1、2

滴雙氧水，變桃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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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在棉棒上滴1、2滴酒精，然後滴1、2滴KM試劑，不變色，再滴1、2

滴雙氧水，變藍色  

14. 在陰道中採取精液的DNA常遇到的困難是陰道上皮細胞的DNA同時也

會被萃取出來，使分析較困難，甚至有時精液的DNA會複製不出來，遇

到此狀況可多加分析何種DNA以單純化？ 

 (A) 粒線體DNA (B) 核STR DNA (C) Y 染 色 體 STR DNA

 (D) X染色體DNA 

15. 下列何種方法較適合在衣物上找精液斑？ 

 (A) 酸性磷酸酵素呈色檢驗法 (B) Kastle-Meyer試劑試驗 

 (C) 前列腺特定抗原(P30)檢驗法 (D) 聯苯胺 (benzidine)顏色

試驗 

16. 下列何種技術不能用來估計死亡時間？  

 (A) 昆蟲的蟲相  (B) DNA 分析 (C) 屍斑 (D) 

眼球玻璃體鉀的含量 

17. 人類的髓質是屬於何種型態？ 

 (A) 持續型 (B) 不持續型 (C) 片段型 (D) 

玉米型 

18. 下列何者是可見光的波長範圍？ 

 (A) 380-770nm  (B) 380-770μm (C) 600-4000cm-1 (D)

 1-100Å  

19. 下列何者不是黃種人頭髮的特徵？ 

 (A) 頭髮的橫切面是圓的 (B) 毛徑指數在50-60 

 (C) 直狀毛  (D) 髓質系數小於1/3 

20. 人體不同的組織不能用下列何種方法分辨出來？ 

 (A) RNA分析 (B) 蛋白質分析 (C) DNA分析 (D) 

生物顯微鏡觀察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3分，共60分)   

21. 下列關於有機物萃取技術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有機化合物有可能是酸性、鹼性、中性性質 

 (B) 要從水溶液中萃取酸性有機化合物到有機層中，需調高水溶液的pH

值 

 (C) 要從水溶液中萃取酸性有機化合物到有機層中，需調低水溶液的pH

值 

 (D) 要從有機溶液中萃取酸性有機化合物到水溶液中，需用強鹼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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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要從有機溶液中萃取酸性有機化合物到水溶液中，需用強酸水溶液

   

22. 下列何種分析法可用於比對土壤證物？ 

 (A) 顏色比對 (B) 粒子大小分佈 (C) 紅外線

光譜分析 

 (D) 質譜分析 (E) 土壤中的花粉分析 

23. 下列濫用藥物中何者可完全從天然植物萃取而得？ 

 (A) 嗎啡(Morphine) (B) 海洛因(Heroin) (C) 古柯鹼

(Cocaine) 

 (D) 麥角醯二乙胺(LSD) (E) 可待因(Codeine) 

 

24. 下列有關萃取法的敘述，何者正確？ 

 (A) 萃取法可除去基質中過多的干擾物  

 (B) 萃取法可濃縮出所要分析的物質 

 (C) 從水溶液中萃取金屬離子，可以用配位基當萃取劑 

 (D) 調整溶液的pH值會影響萃取效果 

 (E) 固態物質不能萃取溶液中的物質  

25. 有關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及X-射線能譜分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可顯現射擊殘跡的形狀並能分析其特徵元素 

 (B) 它是以X-射線為光源 

 (C) 測量時檢體不必有導電性 

 (D) 電子顯微成像是因檢體表面產生二次電子及背向散射電子所引起 

 (E) 電子顯微鏡最大放大倍率與光學顯微鏡相當 

26. 下列有關物質折射率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液體的折射率會隨溫度而改變 

 (B) 液體的折射率是永遠不變的 

 (C) 固體物質和液體的折射率相同時，當放在一起彼此間是沒有界線的 

 (D) 兩個物體的折射率相同時代表是相同物質 

 (E) 用兩個不同波長的可見光測量同一物質的折射率，波長較短的光比

波長較長的光所測出來的折射率較大 

27. 我國交通法律規定，駕駛者酒精濃度超過下列何者，就判定為不能安全

駕駛？ 

 (A) 呼氣酒精濃度0.25mg/L (B) 呼氣酒精濃度0.25ng/ml 

 (C) 血液酒精濃度0.05％ (D) 血液酒精濃度0.02％ 

 (E) 血液酒精濃度0.25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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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在火災現場中何種材質較易收集到易燃縱火劑？ 

 (A) 混凝土地板 (B) 舊布 (C) 地毯 

 (D) 磁地板 (E) 木質地板 

29. 下列何種技術常用來做體內(或呼氣)酒精的定量分析？ 

 (A) 紅外線光譜法 (B) 紫外線光譜法 (C) 氣相層

析法 

 (D) 氣相層析質譜法 (E) 質譜分析法 

30. 下列有關一氧化碳中毒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症狀是呼吸困難，嚴重時致死 (B) 最佳鑑析CO的檢體是人

體唾液 

 (C) 可用微量擴散法檢驗CO (D) 瓦斯完全燃燒會產生CO2

與水 

 (E) CO中毒是因與血液中的白血球產生反應 

31. 下列何者為高爆炸藥？ 

 (A) Pyrodex火藥 (B) 硝 化 纖 維 (Cellulose 

nitrate)  

 (C) 海掃更(RDX；hexagon) (D) 彭梯兒(PETN) 

 (E) 疊氮化鉛(lead azide) 

32. Nd:YAG雷射光可用來增強潛伏指紋，原因為何？ 

 (A) 因雷射光頻率比UV光的頻率還高 (B) 因雷射光強度強 

 (C) 因雷射光激發檢體使它產生可見螢光 (D) 因雷射光波長比可見光

長 

 (E) 先把指紋用螢光劑處理後，再照雷射光，可加強螢光反應 

33. 以格里斯試劑測試下列何種爆炸物會有適當的顏色反應？ 

 (A) 苦味酸(picric acid) (B) 硝酸銨爆藥(ammonium nitrate) (C) 疊

氮化鉛(lead azide) 

 (D) 特出兒(tetryl) (E) 硝化甘油(glyceryl trinitrate) 

34. 可用下列何種方式顯現壓痕字跡？ 

 (A) 螢光粉末法 (B) 紫外光下觀察 (C) 紅外線

攝影法 

 (D) 斜光照射法 (E) ESDA法 

35. 下列何種技術可以鑑定文件的年份？ 

 (A) 氯化物移動法 (B) 浮水印 (C) 斜光照

射法 

 (D) TLC分析墨水成分 (E) 紅外線顯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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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列何種技術可還原影像？ 

 (A) 影像分離技術 (B) 影像強化 (C) 影像色

彩分離 

 (D) 三維空間影像旋轉技術 (E) 雜訊去除 

37. 現行濫用藥物GC/MS的鑑驗程序中，其中有一個步驟是產生化學衍生物

，請問產生衍生物的目的為何？ 

 (A) 減少分析物的極性、增加揮發性及熱穩定性 

 (B) 減少檢驗的步驟 

 (C) 幫助GC或GC/MS確認分析物的結構  

 (D) 增加藥物萃取效率 

 (E) 改進GC分離效果  

38. 下列何種檢體可用偏光顯微鏡測量到具有意義的光學特性數據？ 

 (A) 玻璃檢體 (B) 血液檢體 (C) 纖維檢

體 

 (D) 土壤岩石檢體 (E) 汽車油漆檢體 

39. 下列關於現行DNA鑑定技術的描述何者正確？ 

 (A) 目前人別鑑定以分析STR基因座為主  

 (B) 分析STR基因座的變異以定序法較快 

 (C) 裂解較嚴重的檢體分析核DNA比分析粒線體DNA較易成功 

 (D) 粒線體DNA是母性遺傳 

 (E) 現行分離STR DNA技術是用洋菜膠電泳 

40. 鑑識人員可應用下列何種方法檢驗植物是否為大麻？ 

 (A) Scott檢驗法做初步分析 (B) DNA分析 (C) 免疫法 

 (D) 化學發光試驗法 (E) 植物型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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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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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甲經營六合彩賭博，但並未就顧客之簽賭金抽取固定成數為頭錢，而

採單純對賭之方式，若簽中之機率為千分之一，則某甲賠給賭客下注賭

資的五百倍，試問依實務見解，甲成立何罪名？ 

 (A) 常業賭博罪    (B) 普通賭博罪 

 (C) 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 (D) 詐欺罪 

2. 某法律系教授基於其信仰及學術研究，在電視節目上主張廢除死刑為

當，節目播出後，眾多網友紛紛在網路的公佈欄上罵該教授「腦殘」、「腦

袋有洞」、「該被強姦一百次」等，請問這些網友之行為應如何論處？ 

 (A) 成立公然侮辱罪 (B) 成立誹謗罪 (C) 成立加重誹謗罪 (D) 

成立言語暴力侮辱罪 

3. 某法律系教授基於其信仰及學術研究，在電視節目上主張廢除死刑為

當，節目播出後，網友甲以電子郵件寄給朋友罵該教授「腦殘」、「腦袋

有洞」、「該被強姦一百次」等，依實務見解，甲網友之行為應如何論處？ 

 (A) 成立公然侮辱罪 (B) 成立誹謗罪 (C) 成立加重誹謗罪 (D) 

不成立公然侮辱罪 

4. 警員甲取締瘦弱且穿著過度火辣的檳榔西施，該檳榔西施不服並當場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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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大罵三字經，該警員為制止之，便逕以過肩摔將該檳榔西施摔倒在地

成傷，請問甲成立何罪？ 

 (A) 傷害罪，但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B) 殺人未遂罪 

 (C) 恐嚇罪  (D) 不成罪 

5. 某女告訴其雇用信仰回教的印尼外勞，如果不吃豬肉的話就扣工資五百

元，印尼外勞不得已只好忍耐每日吃豬肉，請問某女成立何罪？ 

 (A) 強盜罪 (B) 恐嚇罪 (C) 強制罪 (D) 

傷害罪 

6. 父親利用妻子外出時對其十五歲的女兒為性交行為，依實務見解，該父

親成立何罪？ 

 (A) 第 225條乘機性交罪 (B) 第 228 條利用權勢性交

罪  

 (C) 第 227條與未成年人性交罪 (D) 第 222 條加重強制性交

罪 

7.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54 號解釋，有關羈押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

者為是？  

 (A) 基於緘默權保障      (B) 適用經起訴之被告  

 (C) 禁止律師接見應經檢察官同意     (D) 律師接見被告過程僅能

監看 

8. 某甲在交通違規通知單移送聯「收受通知聯者簽章」內偽簽真實他人阿

貓的姓名，依實務見解，甲成立何罪？ 

 (A) 第 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B) 第 211 條偽造變造公文

書罪 

 (C) 第 212條偽造變造特種文書罪 (D) 第 213 條公文書不實登

載罪 

9. 某甲競選市長時，自某乙處收取現金一百萬元，約定於當選後，設法讓

乙取得該市公共工程的標案，之後甲未當選，便將該金額全數返還，依

實務見解，甲之行為應如何論處？ 

 (A) 成立準受賄罪  (B) 不成立準受賄罪 

 (C) 成立違背職務賄賂罪 (D) 成立不違背職務賄賂罪 

10. 檢察官甲偵辦某市警局刑事偵查員的貪瀆案件，於偵查期間將受調查的

官警個人姓名資料及偵查的內容一五一十洩漏給新聞記者，隔日報上即

指名道姓刊載出這些官警及相關案情，甲成立何罪？ 

 (A) 圖利新聞人員罪  (B)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國防

以外秘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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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郵電人員妨害郵電秘密罪 (D) 洩漏業務上知悉之秘密

罪 

11. 某甲於警察三等特考應考時，夾帶小抄，依實務見解，甲之行為應如何

論處？ 

 (A) 成立妨害考試罪  (B) 不成立妨害考試罪 

 (C) 成立妨害公務罪  (D) 成立妨害書信秘密罪 

12. 甲男與乙女為夫妻，甲懷疑乙與其同事通姦，故在乙女汽車隱匿處置放

錄音筆，果真錄到乙女與其同事性交時的親密對話，若乙女提出告訴，

依實務見解，甲男成立何罪？ 

 (A) 第 315條之 2的加重妨害生活秘密罪 (B) 第 315 條之 1 的窺視竊

聽竊錄罪 

 (C) 第 315條妨害書信秘密罪 (D) 不構成以上之罪 

13. 某甲係成年人，唆使未滿十四歲之某乙去偷取店舖的現金給甲，甲成立

何罪？ 

 (A) 竊盜罪正犯 (B) 竊盜罪教唆犯 (C) 竊盜罪共同正犯 (D) 

竊盜罪間接正犯 

14.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5號解釋稱：「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

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人民之有犯罪嫌疑而須蒐集犯罪證

據之手段者，依法尚應經該管法院審核為原則。」試問為偵查犯罪必要，

下列何者符合絕對法官保留原則？ 

 (A) 逮捕   (B) 監聽   (C) 鑑定   (D) 

勘驗 

15.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31 號解釋，有關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下

列敘述何者為是？  

 (A) 強制處分應有法律授權     (B) 落實法官審核原則 

 (C) 落實證人詰問權保障 (D) 確認證據裁判主義 

16. 有關檢察官訊問證人製作之「筆錄」方面，以下敘述何者為是?  

 (A) 辯護律師應在場    (B) 應權利告知    

 (C) 筆錄該當傳聞證據    (D) 仍需補強證據 

17. 有關刑事訴訟程序「期間」，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 檢察官受理聲請監聽，應於 24小時內核復 

 (B) 經實施緊急搜索，應於 24小時內陳報法院 

 (C) 偵查機關對於經拘提、逮捕到場之被告認為有必要實施鑑定者，檢

察官應於拘提、逮捕後 24小時內向法院聲請鑑定留置票 

 (D) 通知證人，原則上應於 24小時前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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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詐騙集團電告商家謂：「若不匯款十萬，金融帳戶將凍結。」法庭上檢方

提出本件通訊監聽譯文，以判斷該當詐術行為與否，對此法院應如何進

行證據調查？  

 (A) 依刑事訴訟法第 164條第 1項提示使其辨認  

 (B) 依刑事訴訟法第 164條第 2項提示並告以要旨  

 (C) 依刑事訴訟法第 165條第 1項宣讀告以要旨 

 (D) 屬傳聞證據，不得進行證據調查 

19. 派出所警員甲接獲不名人士來電，聲稱某通緝犯於某處從事色情的養生

館「喝茶」，甲即趕往該處，表明身分進行臨檢，依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 該臨檢具有相當理由  

 (B) 該臨檢符合合理懷疑 

 (C) 該不明人士來電可以逕自推定為來自可得信賴的線民提供 

 (D) 該臨檢的發動欠缺合理懷疑 

20.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2 號解釋，有關共同被告不利於其他共同被

告犯罪之陳述，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 適用經起訴之被告 (B) 確保不自證己罪之權利 

 (C) 保障共同被告免於詰問  (D) 確保檢察官到庭詰問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本國人甲在美國對我國或我國人民違犯下列何罪，仍適用中華民國刑

法？ 

 (A) 內亂罪  (B) 外患罪 

 (C) 刑法第 320條第 1項竊盜罪 (D) 刑法第 221 條強制性交

罪 

 (E) 毀損罪 

22. 父親基於傷害的故意，對一歲幼兒的頭部重毆數次，繼將被害人放置於

無安全把手之圓板凳上，被害人因而跌落地上並陷入昏迷狀態，經急救

後雖挽回生命，但仍造成刑法第 10條第 4項第 6款所定之重傷害，該父

親成立何罪？ 

 (A) 傷害致重傷罪 (B) 過失傷害罪 

 (C) 妨礙幼童發育罪 (D) 殺人罪 

 (E) 殺人未遂罪 

23. 下列何者為刑法第 173條第 1項中所稱「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 

 (A) 街角營業中的 7-11便利商店 (B) 假日的縣政府大樓 

 (C) 廢棄的 202兵工廠廠房 (D) 台北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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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中山堂 

24. 下列何者為刑法脫逃罪中所稱「依法逮捕拘禁之人」？ 

 (A) 被老師罰站的學生 (B) 羈押中的刑事被告 

 (C) 被管收的債務人 (D) 監獄中的受刑人 

 (E) 被父母關在房間的青少年 

25. 下列何者屬於現行刑法第 10條第 5項所稱的「性交」？ 

 (A) 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B) 以電動按摩棒進入他人之口腔 

 (C) 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使之

接合之行為 

 (D) 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鼻孔 

 (E) 以性器進入動物的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26. 某立委甲係有婦之夫，乙女明知，卻仍與甲男一同開車至內湖某汽車旅

館內進行「口交」，若甲男的妻子提告，依實務見解，甲男、乙女成立何

罪？ 

 (A) 甲男成立通姦罪  (B) 乙女成立相姦罪 

 (C) 甲男不成立通姦罪 (D) 乙女不成立相姦罪 

 (E) 不作為通姦罪 

27. 我國刑法學理上經常提到的客觀歸責學說的內容主要為何？ 

 (A) 該結果存在於構成要件範圍內 (B) 行為人具有原因自由行

為 

 (C) 行為人創設法所不容許的風險 (D) 行為人不具有責任能力 

 (E) 該風險在具體結果中實現 

28. 下列何者為罪刑法定主義的內容？ 

 (A) 類推禁止  (B) 刑不上大夫原則 

 (C) 罪責原則  (D) 明確性原則 

 (E) 不溯及既往原則 

29. 下列何者是「中華民國刑法」的主刑種類？ 

 (A) 沒入  (B) 沒收  

 (C) 罰金  (D) 死刑  

 (E) 拘役 

30. 下列何者是刑法上的相對刑罰理論中的內容？ 

 (A) 絕對預防  (B) 積極一般預防 

 (C) 消極特別預防  (D) 積極特別預防 

 (E) 消極一般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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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司法院大法官於釋字第 669 號解釋中認為，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第 8條第 1項之規定在空氣槍部分，對犯該罪而情節輕微者，由於下列

何種原因而呈現出刑法上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的情形？ 

 (A) 因為得減輕其刑  (B) 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

為適當刑度之規定 

 (C) 因為是唯一死刑  (D) 未併為衡平條款 

 (E) 因為得不罰 

32. 下列何者是刑法上具有阻卻違法事由的行為？ 

 (A) 監獄中執行槍斃死刑犯的行為 

 (B) 醫生於醫院中對送到急診室的意外事故傷患為緊急切除手術之行為 

 (C) 老師對不聽話的學生打巴掌的行為 

 (D) 巡邏警員對準現行犯的逮捕行為 

 (E) 父母對兒女的斥責行為 

33. 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 2規定，司法警察實施偵訊過程於下列何種情

形，原則上取得之不利陳述無證據能力？  

 (A) 犯罪嫌疑人委任之律師尚未到場，仍進行偵訊      

 (B) 犯罪嫌疑人委任之律師到場後久不偵訊，使其知難離去再行偵訊  

 (C) 對通知到場之犯罪嫌疑人，未告知其緘默權 

 (D) 違反犯罪嫌疑人意願於夜間進行偵訊 

 (E) 對通知到場之證人，未告知其緘默權 

34. 有關傳聞法則的意義，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 傳聞法則的前提要件，乃是認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具有

不可靠性 

 (B) 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 2，得適用於審判中共同被告翻供的情形 

 (C) 執行酒測勤務的員警依其「目測」所作的報告，有傳聞法則例外規

定之適用 

 (D) 傳聞證據具有證明能力 

 (E) 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 5非任意自白經被告同意具證據能力 

35. 偵查機關於犯罪偵查過程中所扣押的日記，若該日記與犯罪嫌疑人的犯

行計畫、犯行步驟相關者。依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該日記於證據上的

性質為何？ 

 (A) 供述證據      (B) 自白證據  

 (C) 直接證據      (D) 傳聞證據 

 (E) 補強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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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有關現行刑事訴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犯罪嫌疑人得否羈押，主要考量罪名輕重 

 (B) 自白得經證據調查與事實相符，而補足其證據能力 

 (C) 被告自白可以共同被告供述作為補強 

 (D) 違法排除之證據得經當事人同意而具有證據能力 

 (E) 檢察官緩起訴確定後，不容再行起訴 

37. 有關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 1項「無罪推定」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 檢察官應提出有罪事證 (B) 被告應提出無罪事證 

 (C) 法官依職權判斷「證據能力」 (D) 無罪證明應達無容懷疑

程度  

 (E) 自白證據能力應由檢察官舉證 

38.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36 號解釋，有關刑事訴訟程序之證人義務，

包括下列何者？ 

 (A) 到場義務  (B) 陳述義務 

 (C) 具結義務  (D) 守密義務 

 (E) 真實義務 

39. 下列何者為刑事訴訟法第 245條第 3項所定偵查不公開之例外情形？ 

 (A) 依法令                    (B) 為維護新聞報導自由 

(C) 為維護公共利益有必要者 (D) 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 

 (E) 爲順利破案 

40. 有關緩起訴制度的敘述，下列何者為是？ 

(A) 違背無罪推定原則 

(B) 可能形成對富有者為緩起訴處分，對窮困者卻為起訴處分的不公平

後果 

(C) 立法觀點認為緩起訴制度不符合司法經濟效益 

(D) 得為緩起訴處分的案件絕對不會與相對不起訴處分案件重疊 

(E) 緩起訴處分令驗證犯罪的可能性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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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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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屬警察官規之事項？ 

 (A) 警察分局之設置    (B) 警察服裝之規範  

 (C) 警察之升官等考試 (D) 警察之常年訓練  

2. 內政部掌理全國警察行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內政部屬於一般警察機關    (B) 內政部發布拘留所設置

管理辦法 

 (C) 內政部指揮縣(市)警衛之實施         (D) 不服鐵路警察局之處

分，可向內政部提出訴願  

3. 下列何者並非屬於防護國營鐵路、航空、工礦、森林、漁、鹽等事業設

施之各種專業警察？ 

 (A) 保六總隊       (B) 航空警察局    (C) 保二總隊      (D) 

鐵路警察局  

4. 依警察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6 款規定，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所列舉之

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A) 戶口查察     (B) 犯罪預防 (C) 營業        (D) 

衛生 

5. 警察為避免非常變故，維持社會治安時，得使用警械。該「非常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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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律性質為何？  

 (A) 不確定法律概念 (B) 行政裁量 (C) 不明確之授權 (D) 

自由裁量  

6. 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使用警械，因而致第三人受傷，應由各該

級政府支付醫療費。下列何者為該「第三人」？ 

 (A) 現行共同犯罪者之其中一人          (B) 掩護犯嫌脫逃之屋主  

 (C) 犯嫌之家人   (D) 共同反擊警察之教唆犯

罪人  

7. 依「 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規定，得以申請許可定製、售賣、

持有之警械，不包括下列何者？ 

 (A) 防暴網        (B) 警銬           (C) 瓦斯警棍 (D) 

電擊器 

8.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執行機關遇有特定情形，必要時請求其他機關協助；

得請求協助之事由，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執行目的有難於實現之虞      

 (B) 顯難符合執行成效 

 (C) 執行事項涉及其他機關  

 (D) 須在管轄區域外執行 

 

 

9. 下列有關行政執行救濟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義務人對執行命令，得於執行後，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    

 (B) 執行機關認為聲明異議有理由者，應即停止執行 

 (C) 執行機關認為聲明異議無理由者，應於五日內加具意見，送直接上

級主管機關於三十日內決定 

 (D) 行政執行，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 

10.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得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事由，不包括下列何者？ 

 (A) 顯有逃匿之虞 

 (B) 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情事 

 (C) 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D) 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

入、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

法，而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 

11. 下列何者並非警察職權行使法之立法目的？  

 (A) 保護社會安全     (B) 防止一切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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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維持公共秩序  (D) 規範警察依法行使職權 

12. 下列何者並非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條所明確列舉之警察職權項目？ 

 (A) 鑑識身分      (B) 進入住宅 (C) 戶口查察  (D) 

直接強制  

13. 警察依法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之必要措施，不包括下列何者？ 

 (A) 若有明顯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足以自殺之物，得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

之物 

 (B) 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C) 攔停行人、腳踏車 

 (D) 詢問姓名、職業與工作地點   

14. 下列對於警察為管束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對意圖自殺者，得為管束    

 (B) 警察依法為管束時，尚不得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 

 (C) 警察應於危險結束時終止管束  

 (D) 管束時間為二十四小時 

15. 警察依法得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資料；但因該第三人有特定事由

時，須報請終止合作關係。下列何者，不屬於該事由之一？ 

 (A) 評估其信賴度認為已不適任 

 (B) 評估其可靠度認為已不適任 

 (C) 評估其工作成效認為已不適任 

 (D) 評估其忠誠度認為已不適任 

16. 下列對於拘留罰與易以拘留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罰鍰易以拘留，以新臺幣三百元以上九百元以下折算一日 

 (B) 易以拘留不滿一日之零數不算 

 (C) 拘留依法加重時，裁定合計不得逾六日 

 (D) 拘留之法定罰一日以上，三日以下 

17.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罰鍰」執行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罰鍰應完納期限後，被處罰人得請求易以拘留 

 (B) 被處罰人依其經濟狀況不能即時完納，得准許其於六個月內分期完

納 

 (C) 罰鍰逾期不完納者，警察機關得裁處拘留 

 (D) 罰鍰應於裁處確定之翌日起十日內完納 

 

 

18. 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受處罰人不服裁定者，應如何提出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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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五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經原裁定之簡易

庭，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 

 (B) 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五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經原處分警察機

關，向該管法院簡易庭提起抗告 

 (C) 於裁定確定後五日內，以口頭或書狀敘述理由，逕向該法院普通庭

提起抗告 

 (D) 於裁定確定後十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經原裁定之簡易庭，向同

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 

19. 下列何者不屬於特種工商業範圍表之營業？ 

 (A) 三溫暖 (B) 戲劇院 (C) KTV (D) 

觀光旅館 

20.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所裁處之沒入物品如欲留作公用，其法定程序，應如

何辦理？ 

 (A) 應估定價額，依公文程序報請機關首長核准價購 

 (B) 應估定價額，報請警政署逕為核准 

 (C) 應依公文程序，報請機關長官核可 

 (D) 應估定價額，報請上級警察機關核定後價購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下列對於大法官第 575 號有關「警察人員身分權益」之解釋文及理由書

敘述，何者正確？ 

 (A) 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公務，暨由此衍生

享有之身分保障等權利 

 (B) 機關因改組對公務人員之憲法所保障服公職之權利產生重大不利影

響，應設適度過渡條款 

 (C) 戶政單位回歸民政系統後，戶政人員之任用，自應依相關公務人員

與戶政人事法令為之 

 (D) 原辦理戶政業務之警察，不具一般公務人員資格者不得留任，顯已

對其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E) 「戶警分立實施方案」，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有違 

22. 下列對於大法官第 588 號有關「行政執行拘提與管收」之解釋文及理由

書敘述，何者正確？ 

(A) 立法機關基於重大公益目的，為限制人民自由之強制措施，於符合

憲法比例原則範圍內，應為所許 

 (B) 「管收」係就義務人之身體於一定期間內，拘束於一定處所之強制

處分 

 (C) 比例原則係屬憲法位階之基本原則，在個別法規範之解釋、適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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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隨時注意 

 (D) 對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限制，畢竟其本質上並無差異 

 (E) 行政執行法關於「管收」處分之規定，係在貫徹即時強制之義務

   

23. 下列對於大法官第 666 號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解釋文及理由書敘

述，何者正確？ 

 (A) 平等原則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要求本質上不同之

事物應為相同處理 

 (B)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其立法目的，旨在維

護國民健康與公共秩序 

 (C) 依現行規定，對於從事性交易之行為人，僅以意圖得利之一方為處

罰對象 

(D) 法律為貫徹立法目的，而設行政罰規定時，如因處罰對象之取捨，

而形成差別待遇，須與立法目的間具有實質關聯，始與平等原則無

違 

 (E) 憲法第七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 

24. 下列對於保安警察之敘述，何者正確？ 

 (A) 保三總隊之任務為配合海關查緝等                

 (B) 保五總隊之任務為偵辦重大犯罪 

 (C) 保一總隊派駐地方人員，應受鄉鎮長之命令                   

 (D) 臺灣保安警察總隊之任務包括維護原臺灣省政府之事業機構安全 

 (E) 保二總隊負責維護立法院安全 

25. 下列對於警察協助偵查犯罪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為警察之輔助任務     (B) 警察非屬犯罪偵查主體  

 (C) 警察為逮捕脫逃犯罪人，得使用警械 (D) 警察發現犯罪，須待檢察

官之指揮始得調查 

 (E) 一般行政警察兼具有司法警察任務   

26. 警察所為之處分，如有違法，人民得依法訴請行政救濟。下列何者屬前

述之「行政救濟」？ 

 (A) 對不准集會遊行申請之申復     (B) 對扣留物品之訴願 

 (C) 對行政指導之異議 (D) 對違序裁罰處分之聲明

異議 

 (E) 對服務機關人事申誡處分之申訴   

27. 警察官職採分立制。其官等為「警監、警正、警佐」。下列何者不屬於前

述官等之人員？ 

 (A) 縣警察分局長 (B) 警佐待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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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縣警察局主任秘書 (D) 警察局書記 

 (E) 警專實習學生 

28. 下列有關警察使用警械致人傷亡之醫療費、喪葬費、慰撫金、補償金之

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依法執行職務使用警械為依法令之行為  

 (B) 所述之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之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C) 警察執行職務使用警械有重大過失，致人受傷，其所屬政府在賠償

後，得向該警察求償 

 (D) 警察執行職務違反警械使用條例規定，因而致人受傷者，由各該級

政府支付醫療費等 

 (E) 警察合法使用警械，因而致嫌疑人受傷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醫療

費等 

29. 下列對於行政執行之時間與程序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執行時認有必要，得命義務人提出國民身分證或其他文件 

 (B) 執行人員於執行時，應對義務人出示足以證明身分之文件 

 (C) 日間已開始執行者，得繼續至夜間 

 (D) 於例外情形，執行機關認為情況急迫者，得於夜間十時前為之 

 (E) 行政執行皆不得於夜間、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為之 

30. 依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之人，經於處分書限定期間履行，逾

期仍不履行者，得由執行機關間接強制執行之。依此，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 得處以怠金之方式執行之 

 (B) 其執行程序須先履行告戒 

 (C) 如該義務可為替代，得依代履行之方式完成之 

 (D) 執行機關得採斷水斷電之方式執行 

 (E) 對履行義務之告戒有不服者，不得提起救濟 

31. 下列對於行政執行法之損失補償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損失補償，應以金錢或回復原狀為之 

 (B) 對於執行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得依法提起異議及抗告 

 (C)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二年內向執行機關請求 

 (D) 如權利人不知有損失，其請求權自損失發生後，經過五年，即不得

為之 

 (E) 原則上因執行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人民財產遭受特別損失，

人民得請求補償 

32.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處所，得對人實施查證身分之情形，包括

http://www.6law.idv.tw/6law/law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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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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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 

 (A) 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者 

 (B) 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C) 為防止他人生命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者 

 (D) 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虞者 

 (E) 有事實足認其對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 

33. 下列對於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警察實施查訪，應注意避免影響查訪對象之工作及名譽 

 (B) 警察發現查訪對象有違法行為，應為勸告，促其不再犯 

 (C) 警察實施查訪，限於日間為之 

 (D) 警察實施查訪，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告知事由 

 (E) 警察實施查訪，應選擇適當之時間、地點，以家戶訪問或其他適當

方式為之 

34. 某甲投擲有殺傷力之物品而有危害他人身體之虞。下列何者正確？ 

 (A) 警察機關調查後，須將甲移送法院簡易庭裁處之 

 (B) 甲可能被裁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C) 警察機關調查後，得對該物品予以裁處沒入     

 (D) 甲之行為屬於妨害安寧秩序之違序 

 (E) 甲可能被裁處二日以下拘留 

35. 某乙於公共場所，酗酒滋事、謾罵喧鬧，不聽禁止。下列何者正確？ 

 (A) 須有告訴人始構成違序行為        (B) 公共場所之公務員，亦得

為禁止  

 (C) 乙之行為屬於妨害公務之違序        (D) 乙可能被裁處新臺幣六

千元以下罰鍰 

 (E) 管轄之警察機關調查後，得逕為裁處 

36. 下列何者屬於社會秩序維護法所稱之「裁處確定」？ 

 (A) 地方法院普通庭關於抗告案件之裁定，於裁定宣示時確定 

 (B) 捨棄抗告權之案件，其裁處於捨棄書狀到達受理機關時確定 

(C) 法院簡易庭就管轄案件為裁定，受裁定人未依法提起抗告，其裁定

自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至第五日期滿時確定 

 (D) 法院簡易庭關於聲明異議案件之裁定，於裁定送達後第五日確定 

 (E) 警察機關處分之案件，其處分自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至第五日期

滿時確定 

37. 下列對警察機關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管轄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專業警察機關得由警政署授權，對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案件有管

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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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警察機關對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認無管轄權，應即移請上

級警察機關指定 

 (C) 警察機關管轄案件有爭議，由共同直接上級警察機關指定其管轄 

(D) 對於有繼續調查必要不能即時處分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而

行為人之住居所不在其轄區內，得移由其住居所地之警察機關處理 

 (E)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數警察機關有管轄權者，由受理在先之

警察機關管轄     

38.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停止營業、勒令歇業處罰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其裁罰權屬於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簡易庭  

(B) 裁定勒令歇業確定之案件，警察機關應於確定後即以執行通知單，

命被處罰人於通知送達之翌日起，歇閉其營業 

 (C) 其停止營業之期間為三十日以下 

 (D) 被處罰人經通知停止營業未停止營業者，得製作公告張貼於營業場

所明顯處強制其停業 

 (E) 當舖業發現來歷不明之物，不迅即報告警察機關，處以勒令歇業     

39. 下列對於警察職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A) 可分成概括警察職權與具體警察職權  

 (B) 具體警察職權屬於行政作用法之授權，其要件與程序須明確 

 (C) 警察蒐集個人資料及後續之利用，會對個人之權利產生干預效果 

 (D) 警察為公共場所設置監視器之主管機關 

 (E) 對於集會遊行活動，警察得全面蒐證錄影 

40. 下列對於警察人員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理論上可分成廣義警察人員與狹義警察人員 

 (B) 依警察法規定，警察行政人員之任用須兼具曾受警察教育及中央考

銓合格 

 (C) 目前狹義警察人員之任用條件，須符合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之規定 

 (D) 一般大學校內之駐衛警，屬於狹義警察人員 

 (E) 廣義警察人員，包括行政執行處執行拘提之執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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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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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勤區查察係由警勤區員警，以家戶訪查方式，擔

任之任務不包括哪一項？ 

 (A) 犯罪偵查    (B) 為民服務 (C) 犯罪預防 (D) 

社會治安調查 

2. 有關警察權之發動，美國區分為四個層次，其中「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的證據強度約為多少以上？ 

 (A) 30％ (B) 45％ (C) 65％ (D) 80

％ 

3. 警察任務、業務與勤務三者之關係中，任務是警察工作之目標-□；業務

係由任務所衍生之工作項目-□；勤務是執行業務之方法-□；該三個□

內之比喻，應填寫下列何者較為正確？ 

 (A) 行、用、體      (B) 用、體、行 (C) 體、用、行 (D) 

體、行、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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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下列何種社區警政工作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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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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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英國內政部長羅勃皮爾〈Sir Robert Peel〉爵士，於西元哪一年，在倫

敦成立有組織的警察單位，其成員約有 1000人，…，執行街頭勤務；是

現代警察的起源？ 

 (A) 1815年 (B) 1825年 (C) 1829年 (D) 

1836年 

6.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項目、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何者定之？ 

 (A) 內政部 (B) 警政署 (C) 刑事警察局 (D) 

法務部 

7. 警勤區員警應具備「一圖二表三簿冊」之基本資料，而其三簿冊，不包

括下列哪一項？ 

 (A) 警勤區手冊 (B) 員警手冊 (C) 家戶訪查簿 (D) 

警勤區記事簿 

8. 依 96年 4月警政署發布之「勤務規劃（編配）策進作為」規定，勤務機

構之勤務方式，臨（路）檢、守望、備勤得納入何種勤務中實施，惟實

施臨（路）檢場所、路段等，應依規定先期由機關主管長官規劃指定？ 

 (A) 交通整理 (B) 巡守合一 (C) 臨檢 (D) 

巡邏 

9. 警勤區員警對轄內一般居民，應視需要每年訪查一次以上，而訪談內容

得註記於下列何者？   

 (A) 記事卡副頁      (B) 員警手冊 

 (C) 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 (D) 戶卡片或戶卡片副頁 

 

10. 問題導向策略之 SARA模式中，員警須從機關內、外管道，蒐集各相關

資訊，以便瞭解問題的範圍、性質與成因，係屬於哪一階段？ 

 (A) 掃描(Scanning) (B) 分析(Analysis) (C) 反應(Response) (D) 

評估(Assesment) 

11. 易與民眾接近，且可以消除社會大眾對犯罪的恐懼，給予民眾安全感之

勤務，係屬何種巡邏類型？ 

 (A) 徒步巡邏 (B) 機車巡邏 (C) 腳踏車巡邏 (D) 

汽車巡邏 

12. 與警察勤務相關之法令：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警察勤務區家戶

訪查作業規定；大法官會議第 535號解釋；警察職權行使法；其公(發)

布時間之先後順序為何？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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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警察臨檢過程之攔停(stop)與拍搜(frisk)，係屬美國 1968 年 Ohio 州的哪

一法案？ 

 (A) Circle法案 (B) Petersburg法案 (C) Terry法案 (D) 

Krieble法案   

14. 家戶訪查之戶卡片，應裝訂於何處？ 

 (A) 家戶訪查簿    (B) 警勤區手冊 (C) 警勤區概況表 (D) 

警勤區記事簿 

15. 警勤區之名稱，自民國哪一年起，由內政部明令將「警管區」改為「警

勤區」？ 

 (A) 四十二年 (B) 三十六年 (C) 三十八年 (D) 

六十一年 

16. 員警家戶訪查時，將社區治安及為民服務意見表交訪查對象填寫，或聽

取訪談對象意見，由員警自行填寫；就提供意見中，有關諮詢治安需求

事項之資料，使用勤區查察處理系統時，摘要記錄居民意見於何處？ 

 (A) 家戶訪查簿 (B) 警勤區記事簿 (C) 戶卡片副頁 (D) 

記事卡副頁 

17. 警察在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時，發現他轄行方不明治安顧慮人口之查

訪資料時，應通報下列哪一警察機關？ 

 (A) 居住地    (B) 戶籍地 (C) 行為地 (D) 

工作地 

18. 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規定，得定期實施查訪之受毒品戒治人，係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哪一條所規範之對象？   

 (A) 第 20條第 1項  (B) 第 23條第 2項  

 (C) 第 25條第 2項    (D) 第 10條 

19. 警察臨檢過程之攔停(stop)與拍搜(frisk)，有關「拍搜」之執行，在輕拍

時其限制(limitation)上之程度，下列何者為非？ 

 (A) 不可脅迫(Intimidate) (B) 不可壓擠(Squeeze)  

(C) 不可伸入(Slide)  (D) 不可操弄(Manipulate) 

20. 分駐派出所設置的目的中，下列何者為非？ 

 (A) 供作服務站  (B) 組合警勤區  

 (C) 形成治安面  (D) 建構安全網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勤務規劃監督機構對勤務執行機構，應依下列何者妥予規劃，訂定勤務

基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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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服勤方式之互換     (B) 服勤人員之編組 (C) 勤務分

配之均勻   

 (D) 服勤人員之銜接 (E) 服勤時間之分配   

22. 警察對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三年期間，下列何者符合其起算點？ 

 (A) 刑執行完畢時 (B) 流氓列冊輔導時 (C) 流氓輔

導期滿時   

 (D) 假釋撤銷時 (E) 感訓處分執行時 

 

 

23. 有關日本警察組織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警視廳下設有七個管區警察局 

 (B) 國家公安委員會下設有警視廳 

 (C) 東京都知事（市長）下設有都公安委員會 

 (D) 內閣總理大臣下設有國家公安委員會。 

 (E) 警視廳就所掌事務，指揮監督都道府縣之地方警察 

24.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至第十條規定，實施下列何種職權，發現行方

不明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資料，應通報有關警察機關？ 

 (A) 身分查證     (B) 行政指導 (C) 資料蒐

集   

 (D) 鑑識身分 (E) 行政調查   

25. 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為求巡邏勤務之有效執行，應視需要加以調配，

下列何者係條文所列舉？ 

 (A) 採定線及不定線    (B) 彈性調整巡邏區(線) (C) 妥適規

劃巡邏區（線） 

 (D) 注意順線、逆線 (E) 於定時、不定時交互行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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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員警執行勤區查察勤務時，應攜帶下列何種裝備物品？ 

 (A) 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 (B) 警勤區員警聯繫卡  

 (C) 警勤區記事簿                 (D) 社區治安及為民服務意

見表 

 (E) 家戶訪查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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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對於轄區內環境複雜且暫住人口眾多之集合式住宅，在難以實施個別查

察勤務時，得以聯合訪查方式逐層訪查，並建立下列何種資料，作為日

後勤務規劃之參考？ 

 (A) 區分所有權人清冊 (B) 社區住戶清冊  

 (C) 治安顧慮大樓清冊 (D) 大樓平面配置圖  

 (E) 社區住戶基本資料 

29. 警勤區員警應經常聯繫有關人士，以促進相互認識與瞭解，籲請共同建

立轄區治安防禦空間，下列何者係「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條

文所列舉？ 

 (A) 村里幹事  (B) 熱心政治人士  

 (C) 公寓大廈管理員  (D) 守望相助人員  

 (E) 各級民意代表 

30. 下列何項符合「警察分駐派出所設置基準」之規定？ 

 (A) 轄區內應有二個以上警勤區 

 (B) 轄區以不跨越鄉(鎮、市、區)為原則 

 (C) 未設警察分局之鄉(鎮、市、區)轄區，均應設置為分駐所 

 (D) 轄區以跨越村里自治區域為原則 

 (E) 偏遠警勤區未能與其他警勤區聯合實施共同勤務者，得設置警察駐

在所 

31.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

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何種措施？ 

 (A) 檢查引擎號碼  (B) 要求乘客出示相關證件 

 (C) 檢查車身號碼  (D) 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

度測試之檢定 

 (E) 要求駕駛人出示相關證件 

 

32.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爲達成其法定任務，於執行職務時，依法

採取執行公權力之「具體措施」中，下列何者係條文所列舉？ 

 (A) 蒐集資料 (B) 盤查 (C) 進入住

宅 

 (D) 間接強制 (E) 進入公共場所 

33.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所規定查訪之項目，下列何者係條文所列舉？ 

 (A) 查訪對象之生活情形 (B) 防制查訪對象交往之必

要資料 

 (C) 有助於維護社會治安之必要資料 (D) 查訪對象之收入情形 

 (E) 查訪對象之工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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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僅須保管二年之各項戶口查察（家

戶訪查）資料，下列何者屬之？ 

 (A) 死亡（含受死亡宣告） (B) 喪失國籍人口之口卡片 

 (C) 戶口查察督導報告 (D) 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 

 (E) 戶口查察記事卡副頁 

35. 所謂「合理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必須有客觀事實作判斷基礎，

而非「單純的臆測」；學者 LaFave依判例整理歸納可供參考之考量因素，

包含下列何者？ 

 (A) 剛發生之犯罪現場附近(location near scene of recent crime) 

 (B) 線民(informant)提供之情報 

 (C) 計畫性掃蕩犯罪(a plan) 

 (D) 警察本人之觀察(police observation) 

 (E) 警方通報(police channel) 

36.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對「查巡合一」之作法，下列何者

正確？ 

 (A) 擇定商業地區設置巡邏箱 

 (B) 擇定治安、交通熱點設置巡邏箱 

 (C) 巡邏箱須放置巡邏簽章表 

 (D) 巡邏箱位置於勤區轄境圖標明，陳報警察局列冊管制 

 (E) 勤區查察簽出後，即應至里長服務處、巡邏簽章表（二處以上）處

巡簽 

37. 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訪查時，可採行下列何種方式？ 

 (A) 直接訪查 (B) 聯合查察 (C) 實力強

制查察 

 (D) 座談會方式 (E) 間接訪查  

38. 假設均為刑執行完畢後三年內，下列何者為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對象？ 

 (A) 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罪者 (B) 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

之罪者 

 (C) 犯製造刀械罪者  (D) 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

之罪者 

 (E) 犯搶奪罪者 

39. 對於警勤區所使用之記事卡，下列何者係「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

定」條文所列舉？ 

 (A) 裝訂於家戶訪查簿 

 (B) 電腦查詢所得刑案資料為記事卡資料來源 

 (C) 警察機關刑案移送(報告)書為記事卡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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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移送書為記事卡資料來源 

 (E) 海關之行政處分書為記事卡資料來源 

40. 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察機關得將警力、裝備集中機動使用，免設分

駐派出所，將勤務人員集中於警察分局，編為勤務隊〈組〉者，下列何

者符合規定？ 

 (A) 治安狀況特殊區域 (B) 郊區治安特殊區域 

 (C) 民眾聚集活動區域 (D) 刑案發生頻繁區域 

 (E) 都市人口稠密區域 

 



99學年度學士班二技入學考試試題解答 1 

中央警察大學 99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99年 6月 7日修正版 

共同科目 

 

憲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C D D B C B A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C A C A D A D A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E ABC ADE ACD ADE ADE BCE ABC ABDE AB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DE BDE ACE CE BCD ABC BD ABC CDE ACE 

 

 

英文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E A B A C E D B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D A C 或 D A C A 或 D E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E D A E B D C E A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B B E C D A C E B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A D E B A E D B D C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99年 5月 26日 24時以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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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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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警察學系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A D A C C D A B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D B B C D C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D AC ABDE BCD AC CD ACE ADE CDE 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D ABDE ABD ABC ABC CE AE ABCE ACD ABE 

 

警察勤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C B C A B D D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D C A B C B C A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E AC CD AC ABDE

或
ABCDE 

ACDE ABDE CD CDE AB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E ACE ACE CD ABCDE BC ABDE ABDE BCE BE 

 

 警察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A B A C C B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D C B C D A D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D ABC CDE AD BCE ABD BDE ABD ABC 或
ABCD 

AB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DE BDE ADE ABDE BDE ABC CDE ABD ABC AC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99年 5月 26日 24時以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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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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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警察學系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A D A C C D A B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D B B C D C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D AC ABDE BCD AC CD ACE ADE CDE 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D ABDE ABD ABC ABC CE AE ABCE ACD ABE 

 

犯罪偵查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D B D B B A B B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D B B D B A B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或

ABC 

BE CDE ABDE ABC CDE DE ACE C A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E ABCD C ABD DE BCDE ABE ABDE ABCDE BCDE 

 

刑事鑑識概論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D B B D A D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C C A B A 或 B

或 C 

A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 ABE ACE ABCD AD ACE AC ABCE ACD A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DE BCE ABDE ADE ABD ADE 或

ACDE 

ACE ACDE AD BC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99年 5月 26日 24時以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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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A B B B B A D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D C A B D D B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 ABCDE BCD ABE ABCDE ABDE AB BDE ABCE A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E ABCDE AD ABDE ABC ABCDE ABCD DE BC AE 

 

火災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D B C A D C D A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B A A B C A A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D CDE BD CE AD CE 或

CDE 

ABC ABE ABD A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D BDE ABCDE BCD ABC CDE BD BC ABC AC 

 

消防實務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A C B B C D C A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A C D D D C B B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E ABCDE ABC AD AC BCE ABCE ACD CE B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DE BCD BD ABCD CDE BE AD ACE BE ABCD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99年 5月 26日 24時以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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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 D C B A D D A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D A D C D A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E CDE ACD AC BCD ABC ABCDE ABCE ABE A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 BDE AC ABCE CD BDE ABCDE BE ABCE ACDE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C A A B A D B D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A D B B C D D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E ACDE BCE ACD ABC ABCE ABCDE ACDE ABCD 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E CDE CDE BDE AC ABCD ABCDE ABDE BE BCE 

 

交通工程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A C C B A B A D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D A D B C A C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DE ABC CD ACD ABE ABCD ABCE AC BD A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E DE CD AD ACE ACD ABCD ACE BDE AC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99年 5月 26日 24時以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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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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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警察學系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A D A C C D A B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D B B C D C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D AC ABDE BCD AC CD ACE ADE CDE 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D ABDE ABD ABC ABC CE AE ABCE ACD ABE 

 

 

航海學及輪機學概要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D D A C D C B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C C A A C D A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E ACD BCE ABE DE ABCE ABC BC BCDE A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C BC BD ADE BCD B BCD ABC ABD AE 

 

國際海洋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C B D A D B C D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A D A C C A B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E ACE DE CDE ABCDE CE ABCD AE ABCD A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 ABD AC ABE CDE ABE AD AE CE ABCD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99年 5月 26日 24時以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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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二技各科標準答案釋疑結果 1 

中央警察大學 99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標準答案釋疑結果 

【釋疑結果總說明】： 

1.99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考生對標準答案有疑義請求釋疑者計 85題，163人

次，統一將命題老師釋疑結果公告於本校網頁，請考生自行查看。 

2.考生 20782所提「警察勤務」第 24題及考生 21128 所提「警察勤務」第 34 題、「警察法規」

第 19題，皆非各該科試題，因此，不予回復。 

3.經命題老師審慎斟酌結果，修正之科目、題號如下(計 8 科，13 題)，其餘各科答案均正確

無誤。 

【憲法】 

第 34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D)，修正為(CE)。 

【英文】 

第 15題：本題原公布答案(C)，修正為(C)或(D)。 

第 18題：本題原公布答案(D)，修正為(A)或(D)。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第 18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修正為(C)。 

第 34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修正為(ABC)。 

【警察勤務】 

第 25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DE)，修正為(ABDE)或(ABCDE)。 

【警察法規】 

第 29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C)，修正為(ABC)或(ABCD)。 

【犯罪偵查學】 

第 21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C)，修正為(A)或(ABC)。 

【刑事鑑識概論】 

第 17題：本題原公布答案(C)，修正為(A)或(B)或(C)。 

第 36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DE)，修正為(ADE)或(ACDE)。 

【火災學】 

第 15題：本題原公布答案(D)，修正為(B)。 

第 26題：本題原公布答案(CDE)，修正為(CE)或(CDE)。 

第 30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CE)，修正為(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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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各科釋疑結果】 

一、共同科目 

【憲法】 

第 10題：【考生 36031、36266 提】 

1.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

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實施，不適

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雖然司法院組織法第 3條，規定司法院置大法官十七人。

因憲法效力高於法律；且現行大法官為設置 15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22題：【考生 30428、36325 提】 

1.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6條，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左列事項，不適用憲法

第八十三條之規定：．二、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三、公務人員任

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有關考試院所掌理之事項，對任免、陞

遷僅限於法制事項，因實際上對任免、陞遷並無決定發布之權限。因此，選項(D)(E)，

非正確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無誤。 

第 28題：【考生 30428提】 

1.依大法官釋字第 445號解釋文：國家為保障人民之集會自由，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

並保護集會、遊行之安全，使其得以順利進行。以法律限制集會、遊行之權利，必

須符合明確性原則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因此，選項(D)國家無須提供適當場所

予集會申請者使用，該選項並非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無誤。  

第 29題：【考 36330提】 

1.選項(A)立憲國家中，有權利即應有救濟，訴願屬於救濟途徑。該有權利即應有救濟

之意，即在於有權利即應有救濟之管道或途徑之義；訴願即屬廣義之行政救濟，本

選項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DE)無誤。 

第 34題：【考生 20577、21042、21095、30428、20684、38095、38120、38095、30363、30325、

30006提】 

1.本題答案登錄有誤，答案由(ABD)更正為(CE)。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D)修正為(CE)。 

【英文】 

第 13題：【考生○○○提】 

http://www.6law.idv.tw/6law/law/憲法.htm#a83


99 年二技各科標準答案釋疑結果 3 

1.因服用 Vitamin 不一定對健康有害;食用速食之危害程度亦遠不及吸食毒品，因此本

題最適當的答案為 take drugs。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第 15題：【考生 20705、36330、38042提】 

1.考量本題未限定人口問題之項目，因此除選項(C)trafficking 外，選項(D)smuggling

亦可為正確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修正為(C)或(D)。 

第 18題：【考生 36125提】 

1.本題選項(A)alarm 解釋文意亦通，可為正確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修正為(A)或(D)。 

第 21題：【考生 21342提】 

1.選項(B)係片語，根據牛津慣用英語辭典(Caves Books,LTD.民國 74 年版)，該片語意

思是” That is absolutely true.”，所以不可能是正確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22題：【考生 38042提】 

1. ” 20 minutes later”用於敘述過去發生之事；但敘述未來之事，必須用”in 20 

minutes”，因此，本題原公布答案(E)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E)無誤。 

第 27題：【考生 36301提】 

1. ” This is he.”是英文中當男性接電話時回答”我就是”的用語，女性則為” This is 

she.”，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第 28題：【考生 20705、21342、38042提】 

1. ” How do you do？”中文意思是〝久仰，久仰〞，和”How are you？”不同，且由題意

可知雙方係第一次見面，因只有第一次見面才可以用”meet”，否則就要用”see”，選

項(B)、(D)皆不正確；而選項(A)正確用語應為”I am pleased to meet you.”，因此本題

原公布答案(C)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30題：【考生 36301提】 

1. like是及物動詞，後面必須有 it 作受詞，因此，選項(B)及(C)之文法皆為錯誤。本

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34題：【考生 36346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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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文章整體文意，本題是在” 觀察、打量”對方，選項(B)及(C)皆不正確；而選項

(A)stare後面必須接”at”才可以。因此，本題原公布答案(E)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E)無誤。 

第 35題：【考生 21342提】 

1.選項(A)nearly是副詞，不能形容 danger名詞，不是正確選項。因此，本題原公布答

案(C)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48題：【考生 21042提】 

1.竄改里程錶的不一定是 car dealer(車商)，也可能是個人，所以，選項(E)不是適當答

案。因此，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49題：【考生 21042、30001、36340提】 

1.由本文來看，你可以去控告任何 seller(賣車者)，對象包含車商或個人，而選項(B)

是僅控告車商，並非正確選項；而由本文推論，因為大部分的消費者容易被騙，政

府才會訂定此一法律，且文章亦已清楚說明除了修理人員以外，其他人都不能更動

里程錶之數字，也就是修理人員是可以改變里程錶的數字。選項(D)為最適當之答

案。因此，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二、行政警察學系、刑事警察學系、水上警察學系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第 4題：(考生 21342、21042 提) 

1.檳榔西施對執勤員警辱罵三字經，按實務多數見解已符合侮辱公務員罪及公然侮辱

罪，員警對該行為可以主張具有現時不法之侵害，但在正當防衛的社會倫理限制性

方面，使用過肩摔所造成的傷害與所欲保護的法益顯已呈現為非比例的法益關係，

故阻卻違法事由不成立。其後論以防衛過當。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6題：（考生 30192、30001、21314、30058、21128 提） 

1.參照 51年台上字第 1214號判例要旨。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7題：(考生 30001、21372、20782提) 

1.基於緘默權保障係關係辯護權，而該法亦適用於偵查中之犯罪嫌疑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第 8題：（考生 21314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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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照 83年台上字第 6631號判例要旨。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11題：（考生 21314、21128、20103、21095、30192、20782、30428、20577 提） 

1.參照司法院(73)廳刑一字第 603 號法律問題審查意見。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12題：（考生 20782、21042、21314提） 

1.參照 97年台上字第 4546號判例要旨。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第 13題：（考生 30442、21372、20449、21077、20801、21342提） 

1.本題係利用他人免責之行為違犯竊盜罪之間接正犯。成立（間接）正犯後即無由再

成立教唆犯。如果按所舉成立教唆犯，行為人係無責任能力人不成立犯罪，唆使者

成立教唆犯，那麼「正犯」何在？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第 14題：（考生 21077、20449 提） 

1.本題選項係鑑定而非鑑定留置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15題：(考生 20782提) 

1.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31號解釋係有關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認為強制處分並非

有法律授權即可，更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16題：(考生 21314提) 

1.權利告知係指刑事訴訟法第 95條之告知事項。其係針對犯罪嫌疑人而非證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18題：(考生 30001、21342、21042、21372提) 

1.按最高法院 98年台上字第 3337號判決，認為通訊監察譯文乃文書證據之一種。儘

管按黃東熊教授的證據法綱要（中央警察大學 96年第 6版頁 187以下），有關「文

書證據」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164條規定處理。但仍無法否認通訊監察譯文之證據文

書性質，應以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65條為宜。 

2.本題原公布答案(B)修正為(C)。 

第 19題：（考生 30001提） 

1.大法官第 535號解釋理由書中說明，人民之有犯罪嫌疑而須以搜索為蒐集犯罪證據

之手段者，依法尚須經該管法院審核為原則（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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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八條之一），其僅屬維持公共秩序、防止危害發生為目的之臨檢，立法者

當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任意實施之本意。又，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

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本題意對於不名人士來電無法直接推定為可靠的線民提供，欠缺合理懷疑，遑論相

當理由。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第 20題：（考生 30001、20782、21372提） 

1.大法官第 582號解釋係保障被告的反對詰問權，非確保不自證己罪的權利。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22題：（考生 21042、20782、20275、21076、21314 提） 

1.題意之數度重毆已非所舉 30年上字第 1787 號判例要旨中所指的「偶有毆傷，而非

通常社會觀念上所謂凌辱虐待之情形」。 

2.結果加重犯係結合故意(作為)犯與過失（作為）犯的型態而成立本題之傷害致重傷

罪，而非分開論罪。 

3.題意為基於傷害的故意，故無由成立殺人未遂罪。 

4.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C)無誤。 

第 26題：（考生 20449、20492、21314提） 

1.依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1 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 7 號法律問題之審查意

見。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D)無誤。 

第 28題：(考生 20782提) 

1.所舉資料中的「絕對不定期刑禁止原則」即罪刑法定主義中的明確性原則。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DE)無誤。 

第 32題：（考生 30058提） 

1.父母斥責行為可能符合公然侮辱或毀謗的構成要件該當性。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DE)無誤。 

第 33題：（考生 21372提） 

1.偵訊非強制處分，不得違反當事人意願。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D)無誤。 

第 34題：（考生 30001、30428 提） 

1.所舉的簡式程序並不適用傳聞法則，不能以此而認為傳聞證據具有證明能力。 

2.本題原公布答案(AB)修正為(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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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題：（考生 30001、30428、20577、20449、30398、21095提） 

1.題意非顯現為「應不容再行起訴」或「決非不容再行起訴」等。 

2.所舉刑訴第 156條第 2項乃證明力問題，非本項所討論之證據能力問題。 

3.依 94年台非字第 215號，緩起訴確定後即具有實質確定力。 

4.所舉問題係緩起訴未確定前。本題題意明白指出係確定後。 

5.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E)無誤。 

第 40題：（考生 30001、20449、20497提） 

1.緩起訴乃檢察官之起訴權能，其受緩起訴案件仍視為「犯罪」，此限制了人民受公

正審判的權利，故有喪失驗證犯罪的可能性。 

2.除公理外，批判皆以原則或可能性為前提要件。仍維持張麗卿教授於月旦法學雜誌

第 89期之評論觀點。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E)無誤。 

三、行政警察學系 

【警察法規】 

第 2題：【考生 20830、20705 提】 

1.依訴願法第 4 條第 6 款規定：「不服中央各部、會、行、處、局、署所屬機關之行

政處分者，向各部、會、行、處、局、署提起訴願。」，因此，不服鐵路警察局之

處分，可向內政部提出訴願。且目前內政部警政署並未設置訴願會，故對其所屬機

關的處分，均向內政部提起訴願。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第 4題：【考生 20449提】 

1.依警察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6 款規定：「其他全國性警察法制，指有關全國性警察

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戶口查察、

外事處理、及上列五款以外之有全國一致性之法制。」所稱營業，參照內政部警政

署組織條例第 3條 1項 2款，包括「特定營業管理」，該「營業」自可單獨認定。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14題：【考生 20782、20830、21314提】 

1.選項(A)對意圖自殺者，得為管束。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意圖自

殺者，須達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方得加以管束。所以，本選項尚不能認為完全

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27題：【考生 21128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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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項(B)，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1、12 條規定，警察人員須經國家考試及格，始

取得警察官任官資格。警佐待遇人員，因尚未考試及格，所以未正式取得任官資格，

故並非警佐警察官。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DE)無誤。 

第 29題：【考生 21076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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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機關認為情況急迫或徵得義務人同意者，不在此限。」，執行機關如認為情況

急迫自不受夜間十時前之限制。但選項(D)於例外情形，執行機關認為情況急迫，得

於夜間十時前為之。本選項亦屬部份正確，亦得選之。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修正為(ABC)或(ABCD)。 

第 33題：【考生 20782提】 

1.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 6 條規定：「警察實施查訪，應於日間為之。但與查訪

對象約定者，不在此限。」因此，選項(C)警察實施查訪，限於日間為之。本選項不

能認為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DE)無誤。 

第 34題：【考生 20782、20449、20684、21076提】 

1.選項(E)其可能被裁處二日以下拘留。因裁處罰與法定罰不同，須視具體情形而定，

其可能被裁處一日或二日。 

2.選項(C)。依題意所述，某甲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 條第 1 項 4 款所規定之行

為；依本法第 43 及 45條規定，警察機關於調查後，應即應移送該管簡易庭裁定，

不得自行處分沒入。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DE)無誤。 

第 35題：【考生 20497提】 

1.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43 條規定，警察機關於訊問後，除有繼續調查必要者外，應

即作成處分書。因此，管轄警察機關調查後，得逕為裁處。該「調查後」指完成調

查程序，因本案屬警察法定之裁罰範圍，自可逕為裁處。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DE)無誤。 

第 39題：【考生 20782提】 

1.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條規定：「警察對於經常發生或經合理判斷可能發生犯罪案

件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維護治安之必要時，得協調相關機關（構）

裝設監視器，或以現有之攝影或其他科技工具蒐集資料．。」僅授權警察依法定要

件得「協調」相關機關裝設監視器，僅限於「協調」，因此警察並非「設置」的主

管機關。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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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題：【考生 20705提】 

1.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88號解釋理由書，．是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非經司法或

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之「警察機關」，乃採廣義，凡功能上具

有前述「警察」之意義、即法律規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賦予

其機關或人員得使用干預、取締之手段者，概屬相當，並非僅指組織法上之形式「警

察」之意。 

2.功能(廣義)意義之警察人員，以維護公益、公序為目的，以命令強制為手段之國家

公權力作用之廣義、作用(行為)法上，實質上具執行警察任務功能之人員，但非服

務於警察機關者，亦屬之。因此，選項(E)廣義警察人員，包括行政執行處執行拘提

之職員。本選項不能認為錯誤。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CE)無誤。 

【警察勤務】 

第 10題：【考生 21042提】 

1.問題導向策略可分為四階段：掃描（Scanning）、分析(Analysis)、反應(Response)及

評估(Assessment)，簡稱為(SARA)模式（參閱中央警察大學 99年印行「警察勤務」

第 89-90頁）。其中： 

(1)掃描(Scanning)階段：員警須辨識事端，以確定是否為警察要面對的問題。（其要

旨在於辨識是否為警察要面對的問題。）該問題導向策略，所針對的警察「問題」，

是指在警察作為上必須面對的行為型態群(problem as behavior patterns)。 

(2)分析(Analysis)階段：員警須從機關內、外管道，蒐集各相關資訊，以便瞭解問

題的範圍、性質與成因。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15題：【考生 21042提】 

1.民國 36年 8月 31 日，內政部鑒於共匪藉輿論挑撥，並責難國民政府採用「警管區」

來「管」人民，明令將「警管區」改為「警勤區」。（參閱中央警察大學 99 年印行

「警察勤務」第 5頁） 

2.民國 37 年 11 月內政部為統一警察勤務，又頒布「警察勤務試行通則」，僅是將警

勤區正式規劃為勤務基本單位。 

3.故「警管區」改為「警勤區」應在民國 36 年無誤。 

4.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25題：【考生 20782提】 

1.依警察勤務條例第 13條第 2項「條文所列舉」者，答案為(ABDE)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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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鑒於本題選項(C)「妥適規劃巡邏區(線)」與本條例第 11 條第 2 款巡邏方式之「劃

分巡邏區(線)」，對於巡邏勤務之有效執行，並非完全無涉之概念，故選項(C)亦為

可接受之答案。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DE)，修正為(ABDE)或(ABCDE)。 

第 32題：【考 20782提】 

1.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本法所稱警察職權，係指警察為達成其法

定任務，於執行職務時，依法採取查證身分、鑑識身分、蒐集資料、通知、管束、

驅離、直接強制、物之扣留、保管、變賣、拍賣、銷毀、使用、處置、限制使用、

進入住宅、建築物、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場所或其他必要之公權力之具體措施。」。 

2.本題選項(B)盤查並非本法所列舉之具體措施。。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CE)無誤。 

第 36題：【考生 20782提】 

1.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第 38 點規定，勤區查察簽出後三十分鐘、返

所前十分鐘內，應至里長服務處所、巡邏簽章表（二處以上）處巡簽，非為本題選

項「即應至」之時間。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C)無誤。 

四、刑事警察學系 

【犯罪偵查學】 

第 21題：【考生 30442提】 

1.分析「警察偵查犯罪手冊(97年)」的修訂脈絡，本手冊前一版「警察偵查犯罪規範

(92 年版)」第二十三條但書中，僅規定「但情報活動時毋須會同」；另「警察偵查

犯罪規範(88年)」第○一○二四條，亦僅規定「至於情報活動則免會同」；由於「情

報蒐集」、「探訪活動」兩者皆係情報活動，自然毋須通報當地警察機關會同辦理，

至於「未攜帶槍械者」應是這次新版修訂所新添增的得免通報項目。故依據「警察

偵查犯罪手冊(97 年)」第二十三條規定，如為：「情報蒐集」、「探訪活動」、「未攜

帶槍械者」等三者得免通報。再者，審酌本條文修訂的精神，在於預防不同警察單

位的同仁，跨轄區進行偵查活動時，避免發生誤擊事件，故僅選答選項(A)「未攜帶

槍械者，得免通報」亦為標準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修正為(A)或(ABC)。 

第 30題：【考生 30001提】 

1.本題目中「勘察暴力犯罪案件被害人之屍體」，即已明示此為他殺案件之被害人屍

體，不是無名屍（這類死亡事件通常要先確認身分，接著研判是否為他殺、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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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或自然死亡）；依據「刑事鑑識規範」(95 年版)第四十四條所規定的注意事項，

並無「查詢是否為失蹤人口的屍體」此一項目。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CDE)無誤。 

第 34題：【考生 30001提】 

1.目擊證人描述的情況，通常會受到下列三類因素左右，而產生與事實不同程度的誤

差，分別是：外在因素（光亮、位置、障礙物等）、個別案件（目擊時間長短、案

件重大與否、有無凶器出現等）、內在因素（年齡、職業、肯定度、人格特質、性

別等）；本題詢問重點是個別案件因素，而非目擊時的外在（環境）因素，或者是

目擊者本身的內在因素。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D)無誤。 

【刑事鑑識概論】 

第 17題：【考生 30058提】 

1.依據 Forensic Science Handbook 第 7 章 397-398頁：人類毛髮髓質的型態可分為 

持續型、不持續型、片段型、無髓質。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修正為(A)或(B)或(C) 

第 20題：【考生 30001提】 

1.依據趙大衛所出版的生物學第 28 章講到動物的組織有上皮組織、締結組織、肌肉

組織、神經組織，而各組織切片後，染色，用生物顯微鏡觀察可分辨組織的型態。

因此不論組織是否出自同一人，均可在生物顯微鏡下鑑定是那一種組織。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36題：【考生 30001提】 

1.依據刑事鑑識概論（駱宜安編），第 18章刑事影像鑑識中 530頁中提到，影像分離、

三維空間影像處理技術、雜訊的去除三者可還原影像。而影像色彩分離是把不同顏

色的影像分開，方便影像處理，與專家討論過後，認為它的功能與影像分離類似，

也可以視為有影像還原的功能。基於公平原則，選答(ADE)或(ACDE)都屬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DE），修正為（ADE）或（ACDE）。 

五、消防學系 

【消防法規與消防安全設備】 

第 1題：【考生 36346提】 

1.依 98年 6月 18日修正發布之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3條規定，旅館屬之。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19題：【考生 36264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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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 96年 1月 3日修正公布之「消防法」第 39條後段規定，其陳列經勸導改善仍不

改善者，處其陳列人員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是以，選項（C）非正

確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21題：【考生 36346提】 

1.依 97 年 5 月 15 日修正公布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31 條第 3 項

規定，設有滅火器之樓層，自樓面居室任一點至滅火器之步行距離在 20 公尺以下。

係步行距離而非水平距離，選項(E)非正確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無誤。 

第 23題：【考生 36346提】 

1.依 97 年 5 月 15 日修正公布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34 條第 1 項

第 1款規定，設置第一種消防栓之場所，各層任一點至消防栓接頭之水平距離在 25

公尺以下。係水平距離而非步行距離，選項(A)非正確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CD)無誤。 

第 35題：【考生 36222提】 

1.依 97年 5月 15日修正發布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 29 條規定，

選項(A)(B)(C)皆為正確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無誤。 

第 36題：【考生 36340提】 

1.依 98年 5月 27日修正公布之「建築法 」第 10 條規定，本法所稱建築物設備，為

敷設於建築物之電力、電信、煤氣、給水、污水、排水、空氣調節、昇降、消防、

消雷、防空避難、污物處理及保護民眾隱私權等設備。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E)無誤。 

第 37題：【考生 36346提】 

1. 依 98年 6月 18 日修正發布之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3條規定，旅館為一定規模以上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因此，選項(A)(B)(C)(D)皆為正確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無誤。 

第 39題：【考生 36222提】 

1.依 97 年 5 月 15 日修正公布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26 條規定，

下列場所應設置連結送水管： 

一、五層或六層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六千平方公尺以上者及七層以上建    築物。 

二、總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地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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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C)無誤。 

【火災學】 

第 3題：【考生○○○提】 

1. D=log(Iλ,0/Iλ,L)=1(bel)，1bel=10dB。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15題：【考生 36340、36348、36214、36330、36346、36003、36118、36294、36125提】 

1. 本題答案誤植，答案應修正為(B)。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修正為(B)。 

第 19題：【考生 36003提】 

1.有關「靜電」之敘述，選項(B)為正確之敘述(參見陳弘毅編著，火災學，2008年 11

月 1日 7版，頁 83)。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21題：【考生 36118提】 

1.氣體對熱輻射能幾乎沒有反射能力，在一般溫度下的單原子和對稱雙原子氣體（如

Ar、He、H2、O2、N2等）可視為透熱體，多原子氣體或非對稱分子（如 O3、CO、

CO2、 H2O、SO2、NH3、CH4 等）在特定波長範圍內具有相當大的吸收能力。依

據克希荷夫定律：吸收率等於輻射率。因此，本題正確選項不包括(C) O2及(E) N2。

（參考資料：D.Drysdale, An Introduction to Fire Dynamics: Chapter 2, 2
nd

 

Edition, 1999.）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D)無誤。 

第 22題：【考生 36003提】 

1.「閃火點」係指可燃性液體液面揮發所產生之可燃性氣體量，達燃燒下限值時的液

溫。用於描述預混火焰結構中可燃性氣體之燃點，並不恰當。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DE)無誤。 

第 23題：【考生 36301提】 

1.本題選項(D)係指「管路直徑」，非指「距離」。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D)無誤。 

第 25題：【考生 36125提】 

1.本題相關名詞為(1)普通物理中熱力學；(2)火災學中燃燒理論之基本知識。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D)無誤。 

第 26題：【考生 36118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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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史帝芬－波茲曼方程式：發射體的輻射功率 E=T
4其中  為輻射率，雖然單

原子和對稱雙原子氣體在一般溫度下被視為非熱輻射氣體，這不代表其輻射率為

零，只不過與多原子氣體或非對稱分子相比較，其輻射率相對低很多； 為史帝芬

－波茲曼常數(5.67×10
-8

 W/m
2
/K

4
)；T為絕對溫度(K)。因此，選項(D)在不同書籍中

有不甚一致之見解，因此，答與不答均給分。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DE)修正為(CE)或(CDE)。 

第 30題：【考生 36003、36330 提】 

1.根據考生所提供之陳弘毅編著「火災學」一書第 346頁，第四類危險物品分為水溶

性與非水溶性兩類，而兩者性質恰巧相反。按書中敘述，非水溶性液體蒸氣通常比

空氣重，而選項(D)水溶性者，其蒸氣通常比空氣重，似乎有誤。但經查相關資料發

現，絕大部份水溶性液體，其蒸氣通常比空氣重。因此，本題答案修正為(ABCDE)。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E)修正為(ABCDE)。 

第 36題：【考生 36301提】 

1.選項(E)指油池火災之燃燒形態，因為可燃性液體燃燒，液體受熱蒸發為蒸汽，再與

周遭空氣混合後燃燒，是為擴散燃燒型態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DE)無誤。    

第 38題：【考生 36118提】 

1.本題 5 個答案選項均屬「具爆炸性之粉塵」，但根據考生所提示之「火災學」一書

第 156頁，又將粉塵分成四大類：可燃性粉塵、爆炸性粉塵、導電性粉塵及易燃性

粉塵。按此分類方式，本題答案無誤。 (參見陳弘毅編著，火災學，2008年 11月 1

日 7版，頁 156。)。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C)無誤。 

【消防實務】 

第 12題：【考生 36214提】 

1.有關球之體積公式為(4/3)πr
3，非疑義者所提之 πr

3。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 

第 21題：【考生 36003、36118、36330提】 

1.木材在 160℃產生分解瓦斯而成褐色，是指分解瓦斯之顏色為褐色，用以區分 100℃

時之白色。（請參閱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火災原因調查之教材第 12 頁） 

2.燒斷已屬部分燒失，若非消防救災之人為破壞，當然較初期之碳化為嚴重。（請參

閱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火災原因調查教材第 12頁）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E)無誤。 

第 23題：【考生 36003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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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必留下燃燒痕跡者有三種情形為快速之蔓延、長時間之燃燒與二次火流。（請參

閱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火災原因調查教材第 84頁）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無誤。 

第 24題：【考生 36003、36118、36348提】 

1.為防止空氣消耗，故應在進入無法呼吸地區再載上面具。（請參閱臺灣警察專科

學校消防機具之教材第 264頁） 

2.面鏡部份可用溫水清洗，塗上洗潔劑擦拭，或使用阿摩亞尼溶液消毒。（請參閱臺

灣警察專科學校消防機具教材第 265頁）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D)無誤。 

第 27題：【考生 36003提】 

1.消防車真空泵與主泵止水閥具止水與防止水流入真空泵內。（請參閱臺灣警察專

科學校消防機具教材第 132頁）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E)無誤。 

第 37題：【考生 36330提】 

1.依消防勤務實施要點之第五點規定，並未包含分隊長。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D)無誤。 

六、交通學系 

【道路交通法規】 

第 15題：【考生 38110提】 

1.查本題駕駛人所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行為，

除依法當場禁止其行駛外，應科予「罰緩」及「沒入」車輛之處分；惟因駕駛人於

本案裁決確定前業已死亡，裁決處分將因處罰相對人不存在而無從發生效力。另前

開條例並無類似「社會秩序維護法」關於單獨宣告沒入之規定。請參考交通部 92

年 9月 10日交路字第 0920009266號函所示內容。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