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文 1  

中央警察大學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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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貴公》言道：「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

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請參酌前引古文之思想，以「現代警察應有的執法原則」為題，書寫作文

一篇。 

貳、公文題(50分) 

一、104 年修訂之文書處理手冊，業將「書函」之定義酌作修正，請說明其修

正的理由；並請詳述修正後「書函」之定義。(20分) 

二、鑑於近日臺北市內湖區公共場所發生隨機殺害兒童事件，引發民眾憂心孩

童安全，也對社區內可能隱藏吸毒犯、有自傷、傷人之虞或是暴力傾向之

危險人物，深感不安。為安定民心，警政署通令全國各警察機關，要求強

化各項勤務作為，提高見警率，避免民眾生命受到威脅，並應特別注意轄

內孩童安全。試擬內政部警政署致全國各警察機關函乙份。(30分) 

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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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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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頁。 

一、字彙：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 分) 

1.  A lot of ________ money was circulating in the market. The police warned shopkeepers to look out 

for forged notes. 

(A) made      (B) counterfeit   (C) exclusive     (D) nouveau     (E) contaminated 

2.  Two firefighters were injured because of smoke ________________.  

(A) inundation                    (B) exhibition   

(C) inhalation                (D) exploitation     

(E) deluge 

3.  Tipped off by a police ____________ in Thailand, drug agents traced a shipment of teakwood 

furniture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A) guerrilla    (B) vanguard      (C) informant     (D) prophet     (E) complainant 

4. Immigration officers said that they are ready to __________ those detainees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y. 

(A) extract     (B) report       (C) repatriate     (D) reserve     (E) sanction 

5.  Some misdemeanors are punishable by paying a ________. 

(A) patrol    (B) fine    (C) radar    (D) car     (E) trip 

6.  An act of deliberately damaging or destroying things, especially public property is called ________. 

(A) ventilation (B) vandalism  (C) vocation    (D) vocalism  (E) vacation 

7.  An order to remain at home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is called ________ arrest. 

(A) house  (B) home   (C) family   (D) restricted  (E) open 

8.  ETC allows the traffic on freeways paying without stopping. What does it stands for? 

 (A) Electronic Traffic Control  

 (B) Engineering Traffic Control 

 (C)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D) Engineering Toll Collection 

 (E) Electric Toll Control 

9.  Police lineup is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suspect is the __________of 

the crime. 

(A) abettor     (B) perpetrator     (C) pickpocket     (D) plaintiff      (E) betrayer 

10.  According to the FBI, identity theft is the number one ________ committed on the Internet. 

(A) piracy     (B) larceny      (C) forgery      (D) theft      (E) f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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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話：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 分) 

11. Police: What happened? 

Pedestrian: As I came around the corner, I saw the robbers running down the street. 

Police: Did you ge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the look on their faces? 

 (B) a look on their faces? 

 (C) to look in their faces? 

 (D) a look at their faces? 

(E) a look of their faces? 

12. Police: This is a one way street, sir. You have driven the wrong way down a one-way street. 

Driver: Oh, I’m sorry. I didn’t know that! 

Poli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Will you tell me the truth?  

 (B) You can say that again. How could you be so reckless? 

 (C) Didn’t you see any traffic lights? 

 (D) Didn’t you see the no-entry sign?  

 (E) How come you did this! 

13. Officer Chen: Justin, let’s go jogging after work, ______________ 

Officer Lin (Justin): We can’t unless we finish our report. 

 (A) shall we? (B) can we? 

 (C) may you? (D) will you? 

(E) may we? 

14. Foreigner: Why did you pull me over? 

 Poli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I am glad to hear that. 

 (B) We are conducting a routine roadside check. 

 (C) I don’t feel like staying here. 

 (D)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ay. 

 (E) What is the question? 

15. The supermarket caught on fire this morning. 

 (A) Really? What did she say? (B) Was anybody hurt? 

 (C) What about going for a ride? (D) How do you like the class? 

(E) Any message for me? 

16. Will you take a check?   

 (A) I’m afraid we accept cash only.  

 (B) No problem. I’ll check this for you. 

 (C) O.K. What’s wrong with the check?  

 (D) Fine, I’ll take a rain check. 

(E) But there seems to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bill. 

17. Each year the world gets smaller and smaller. 

 (A) Have you confirmed it yet?  

 (B) So would I, if I got the chance. 

 (C) The Internet has a lot to do with it.  

 (D) Climate change is an issue. 

 (E) It’s no wonder it takes so long to fly to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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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These days, kids have tough time concentrating on anything. 

 (A) It was a difficult test after all.  

 (B) I can help you focus that camera. 

 (C) Except for computer games and toys.  

 (D) The school holiday is too long. 

(E) Children grow up very fast. 

19. I heard that you were sick.  

 (A) Yes, I’ll be gone for a week. (B) Yeah, but mine is more fashionable. 

 (C) Neither did I.  (D) Yes, it will probably rain. 

 (E) Yes, I had a cold. 

20. If you find a thousand dollars lining on the sidewalk, what would you do?  

 (A) Are you sure you dropped it on the sidewalk?  

 (B) I told you it was mine. 

 (C) I thought I gave it back to you already.  

 (D) A police called me. 

(E) I’d probably buy myself something nice with it. 

 
三、文法：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 分) 

21. The fugitive was sentenced ________ five-year imprisonment.  

 (A) with   (B) at    (C) to    (D) by    (E) on 

22. A man was caught _________ a candy bar in the convenience store by police. He claimed to have 

paid for it but was unable to show any proof. 

 (A) stolen      (B) stealing   (C) steal    (D) stole   (E) to steal 

23. Lewis decided to study in the police academy _______ he could safeguard people’s lives. 

 (A) if  (B) in order to 

 (C) until    (D) so that 

 (E) thus 

24. The policeman impounded her car because she drove a(n) ________ car. 

(A) leased  (B) license   (C) licensed    (D) unleased   (E) unlicensed 

25. Peter is ________ vacation in Japan now. 

(A) for   (B) in    (C) on    (D) at    (E) with 

26. The news about Tessa ________ very interesting. 

(A) dose   (B) do    (C) are    (D) is      (E) have 

27. Betty is sad because she did ________ on her last test. 

(A) poor  (B) poorer   (C) poorest   (D) peaty   (E) poorly 

28. Jack can eat twenty hotdogs ________ two minutes. Can you believe it? 

(A) about  (B) in    (C) to    (D) from   (E) with 

29. According to the police investigation, this accident ___________ the driver’s carelessness.  

 (A) arose from  (B) resulted in 

 (C) originated   (D) due to  

 (E) brought about 

30. A dog is different ________ a cat, but they are both good p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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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ing with situations like out-of-control crowds, high speed chases, armed standoffs and hostage 

dramas can be a dangerous process for police, suspects, and bystanders    31   . To reduce the risk, 

researchers are trying to create and improve weapons that can be used without deadly force.  

   32    by paintball battles, researchers realized the same types of guns that fire paint could fire 

pepper spray. The guns help officers keep their distance and avoid accidental    33    the chemical or 

poisonous substance.  

Another option under development is the liquid stun gun, which combines the concept of the water 

cannon with electric gun technology. It fires a high-pressure saline solution and is electrified with 9-volt 

batteries. And specifically, the liquid stun gun doesn't need reloading. Such weapons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safe, although there's a slight chance that they could prove    34    to those wearing 

pacemakers. 

All of these new, non-lethal weapons are still in the testing and development phases. But researchers 

say the products will soon be available to help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deal with potentially 

dangerous situations without unnecessarily    35    lives. 

31. (A) likely   (B) alike    (C) the same   (D) in addition   (E) mostly 

32. (A) Inspiring   (B) Inspired   (C) To inspire     (D) For inspiring    (E) With inspiring 

33. (A) contact    (B) contact with    (C) contact of    (D) contact in      (E) contact to 

34. (A) of fatal     (B) to fatal       (C) fatally       (D) fatal           (E) fatality  

35. (A) endanger   (B) endanger to   (C) endanger of   (D) endangering of  (E) endangering 

36. I am looking ________ graduating in May. 

(A) upto   (B) into    (C) unto    (D) forward to  (E) so as to 

37. The phone line is engaged. What does it mean?  

 (A) We got into an argument. (B) The phone line is busy. 

 (C) The phone went to voicemail. (D) The phone hung up on me. 

(E) The phone didn’t go through. 

38. There was a blackout last night; ________, we had to study by candle light. 

(A) nevertheless      (B) therefore   

(C) similarly      (D) sincerely   

(E) furthermore 

Mistaken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is the major cause of    39    innocent people.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witnesses are insincere.   40   , normal functions of the human mind tend to distort memories. 

Memory can be broken into three stages: acquisi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uring every stage, people 

may make errors. At the acquisition stage, memories are colored by witness anxiety, duration of the 

event, and complexity of the event. Additionally , humans cannot possibly perceive everything that is 

going on around them. During storage, memory may be altered by intervening events or information. 

Even at the stage of retrieval, a witness may make certain claims, despite his or her uncertainty. 

39. (A) to convict   (B) conviction with   

 (C) conviction of        (D) convict  

 (E) conviction to 

40. (A) Rather      (B) As a result    (C) Only if     (D) Furthermore    (E) Unless 

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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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閱讀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Children who are abused or neglected are far more likely to become criminals as adults, according 

to a study released by an organization of police chiefs, prosecutors, psychologists and crime victims. 

The report by Fight Crime: Invest in Kids recommends more money for pre-kindergarten programs and 

parenting classes, saying the cost will be offset later when children who might have been burdens on 

society grow up to be upstanding citizens. “Children who survive abuse and neglect can be significantly 

injured,” said one of the report's authors, Dr. Randell Alexander. “Many go on to hurt others. If you are 

born into a world of violence, you wire yourself for violence, not for peace.” 

Using various governmental data and academic and advocacy group studies, researchers said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is vastly underreported. The 900,000 cases reported annually by the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epartment may be only one-third of the actual total, the report said. The report cited a 

study published by Dr. Cathy Spatz Widom, a professor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psychology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found that individuals who had been abused or neglected as 

youngsters were 29 percent more likely to become violent criminals than other children. Using that 

estimate, researchers said 36,000 children will become violent criminals when they reach adulthood, 

including 250 who will become murders.  

The report's authors include four local prosecutors and two sheriffs. They said the findings illustrate 

the need for more governmental funds for pre-kindergarten programs and parenting classes for families 

considered high-risk for child abuse, primarily those on welfare or headed by high school dropouts. 

41. The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did NOT include            . 

 (A) police officers 

 (B) government officials 

 (C) crime victims 

 (D) scholars 

(E) social workers 

42. According to Dr. Randell Alexander, ______________. 

 (A) children who survive abuse usually grow up to be upstanding citizens 

 (B) the cost for pre-kindergarten programs will not be balanced later 

 (C) people may fall victim to children who have been abused and neglected 

 (D) those who are born into a world of violence will surely be burdens on society 

(E) children who survive abuse and neglect can be significantly upright 

43. The word “offset” in line 4 is mostly like               . 

(A) initiated  (B) set up   (C) surpassed  (D) compensated (E) shortened 

44. Based on the report by Fight Crime: Invest in Kids, the actual total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every 

year may be __________ cases. 

(A) 30,000    (B) 36,000     (C) 261,000     (D) 900, 000     (E) 2,700,000 

45. The report by Fight Crime: Invest in Kid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illustrated the need for strict enforcement of the law against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B) supported the idea that more money should be spent on parenting classes for families receiving  

aid from the government 

  (C) found children who had been abused or neglected were 29 percent more likely to become  

violent criminals than other children 

 (D) were questioned by the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epartment, an organization in charge of  

preventing child abuse 

(E) was co-authored by eigh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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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of us have heard of the polygraph test, more commonly known as a lie-detector test. In this 

test, the detectors record a person’s physiological reactions to certain questions. That is, a pair of plates 

that can sense and measure subtle increases in sweating is attached to a person’s finger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other devices monitor increases in blood pressure and pulse rate as well as breathing depth. In 

administering the test, examiners usually ask neutral questions such as birth dates and addresses in order 

to compare these responses with those from emotionally charged questions. While the polygraph is the 

most common and long used measure, factors such as hunger or alcohol use can cause misleading 

polygraph results. Minor self-inflicted pain during the test can also result in false positives.  

Another technology, the electroencephalograph (ECG), is also used to detect lies, but in quite a 

different way. As it turns out, one particular brain wave, which researchers have isolated and can graph, 

surges whenever we see something we recognize. It’s impossible for any person to voluntarily suppress 

this surge. So, when a crime suspect wearing a special headband hooked up to an ECG machine is 

shown images or words connected with the crime and the brain wave suddenly spikes, the suspect’s 

brain is essentially shouting, I’m guilty!  

Moreover, a newer form of lie detector is far simpler than any other technology, aside from simply 

observing body language. People cannot help hesitating ever so briefly just before telling a lie. With 

modern computer technology, we can now detect and measure the briefest such pauses, which tell us 

when someone is lying.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be the most appropriate title for the passage? 

    (A) How to Cheat on a Lie Detector Test  

(B) Do Polygraph Tests Always Reveal Lies?  

(C) In Search of the Perfect Lie Detector 

(D) The Technology of Crime Investigation  

 (E) Pathology Tests vs. ECG Tests 

47. The word “those” in line 6 refers to _____________. 

(A) responses  (B) questions   (C) addresses  (D) birthdates   (E) examiners 

4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physiological reactions include all of the following EXCEPT 

(A) breathing movements 

(B) posture differences 

(C) blood-pressure changes 

(D) heartbeats 

(E) sweating 

49. The passage indicates that whenever we see something we recognize, a brain wave  

(A) suddenly rises up higher than it was 

(B) suddenly falls down 

(C) suddenly slows down 

(D) suddenly shouts out 

(E) suddenly disappears 

50.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lies are always detected by the polygraph   

 (B) all physiological reactions indicate lying 

 (C) a liar will often pause, even if just for a moment 

    (D) observing the body movements can’t help to tell if a person is lying 

 (E) the briefest pauses of a person cannot be detected and mea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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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5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各系 

科目：憲法與法學緒論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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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80 題空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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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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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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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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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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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下列何者係平等原則最根深的意義？ 

 (A)恣意的禁止  (B)最小侵害考量 (C)不強人所難  (D)有利不利兼顧 

2. 集會自由亦屬於下列何種自由之範疇？ 

 (A)宗教自由  (B)行動自由  (C)通訊自由  (D)表現自由 

3.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89 號解釋意旨，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規定，旨在保護個人

之行動自由、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及於公共場域中得合理期待不受侵擾之自由與個人資料

自主權，而處罰無正當理由，且經勸阻後仍繼續跟追之行為，與下列哪一原則尚無牴觸？ 

 (A)法律明確性原則  (B)誠實信用原則  (C)裁量原則  (D)平等原則 

4. 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政府交付辦理

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係為下列何種性質？ 

 (A)委辦事項 (B)委任事項 

 (C)委託事項 (D)職務協助事項 

5. 權利主體基於權利所保障的內容，對於相對人所得以主張的方式成為權利的作用方式。在法律

關係中，權利人單方的意思表示，而能直接創設、改變或消滅某依法律關係的權利，是為下列

何種權利性質？ 

 (A)抗辯權  (B)支配權 (C)請求權 (D)形成權 

6. 下列哪一法系之法源係以判例法為其主要特色之一？ 

 (A)羅馬日耳曼法系  (B)普通法系  

 (C)伊斯蘭法系  (D)東亞法系 

7. 警察法第 2條規定：「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

民福利」，其法律性質為下列何者？ 

 (A)組織法  (B)行為法 (C)救濟法  (D)組織法兼有行為法 

8. 下列何者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已承認受憲法制度性保障之基本權？ 

 (A)婚姻及家庭自由  (B)人格權  (C)環境權  (D)隱私權 

9. 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以下列何者為其名稱？ 

 (A)自治條例 (B)自治規則 (C)自治規章 (D)自治章程 

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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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不當，致損害其權利

或利益者，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下列何種救濟？ 

 (A)異議 (B)訴願 (C)再申訴 (D)復審 

11. 人民因中央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

行政法院提起何種訴訟？ 

 (A)撤銷訴訟 (B)給付訴訟 (C)確認訴訟 (D)公益訴訟 

12. 民事調解，原則不得徵收任何費用，或以任何名義收受報酬。但下列何種費用應由當事人核實

支付？ 

 (A)手續費 (B)出席費 (C)交通費 (D)勘驗費 

13. 共有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遭其他共有人依規定移轉予他人，嗣再移轉予善意第三人。主張

第一次移轉登記處分違法並侵害其權益之土地共有人，如未遲誤法定救濟期間，惟提起撤銷訴

訟已無回復原狀之可能者，得依行政訴訟法規定，以地政事務所為被告提起下列何種訴訟？ 

 (A)撤回違法行政處分訴訟 (B)確認行政處分違法訴訟  

 (C)作為性之給付行政處分訴訟 (D)行政處分違法賠償訴訟 

14. 某乙為一遺失物拾得人，某日有受領權之人認領遺失物，乙請求報酬，其請求額度為何？ 

 (A)不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一  (B)不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二 

 (C)不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三 (D)不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五 

15. 因有某事實存在，依一般情事，推測當事人的意思，認為有另一事實存在，如有反證，則喪失

其效力。法律上稱為： 

 (A)視為 (B)推論 (C)擬制 (D)推定 

16. 我國憲法前言指出，我國憲法之制定目的，下列何者不屬之？ 

 (A)奠定社會安寧     (B)增進人民福利  

 (C)防止一切危害  (D)鞏固國權，保障民權 

17. 行政執行法第 3 條：「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以

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以上係屬於下列何種原則立法具體化之

例證？ 

 (A)裁量原則 (B)平等原則 (C)比例原則 (D)誠信原則 

18. 依提審法規定地方法院於受理提審聲請後，依聲請提審意旨所述事實之性質，定其事務分配。

有關其辦法由下列何者規定？ 

 (A)立法院 (B)行政院 (C)法務部 (D)司法院 

19. 在沒有法律規定或約定義務的情況之下，為避免他人利益受損害而進行的管理或服務的行為，

法律上稱為： 

 (A)不當得利 (B)契約義務 (C)無因管理 (D)代行管理 

20. 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稱為： 

 (A)保險人 (B)受益人 (C)要保人 (D)保險代理人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依據我國憲法第 23條之規定，下列哪些原則提供了基本權利可限制的立法基礎？ 

 (A)平等原則 (B)信賴保護原則 

 (C)比例原則 (D)法律保留原則 

 (E)法律優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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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下列哪些事項？ 

 (A)立法院決議之法律公布 (B)國家機關之職權 

 (C)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 (D)總統、副總統之彈劾 

 (E)政黨違憲之解散 

23. 下列何者為成文法法源？ 

 (A)條約  (B)判例 

 (C)法律 (D)命令 

 (E)自治法規 

24.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5號解釋意旨，臨檢實施之手段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

民下列哪些權利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 

 (A)行動自由 (B)工作權 

 (C)財產權 (D)人身自由 

 (E)隱私權 

25.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直轄市政府之一級單位主管或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下列哪些單位或機關

之主管或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其餘職務由市長任免之？ 

 (A)主計 (B)人事 

 (C)稅捐 (D)警察 

 (E)政風 

26. 論理解釋之法律解釋方法，又可稱為系統解釋，係由法律條文之邏輯結構和系統，並考量整體

規範的意義關聯而為之解釋，其又可分為哪幾種方式？ 

 (A)擴充解釋 (B)當然解釋 

 (C)限制解釋 (D)反面解釋 

 (E)目的解釋 

27. 下列何者為行政程序法所稱之行政程序範圍？ 

 (A)作成行政處分 (B)訂定行政規則 

 (C)實施行政指導 (D)執行行政強制 

 (E)確定行政計畫 

28. 下列何種情形之人，取得中華民國之國籍？ 

 (A)歸化者  

 (B)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五年以上 

 (C)與中華民國國民結婚   

 (D)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E)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 

29. 下列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35號解釋，有關不信任案於臨時會提出之敘述，何者正確？ 

 (A)為避免懸宕影響政局安定，系爭憲法規定乃規範不信任案提出七十二小時後，應於四十八

小時內完成記名投票表決  

 (B)指出立法院組織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與憲法有關規定意旨相符 

 (C)憲法第 69 條規定，規範立法院臨時會召開之程序與臨時會得審議事項   

 (D)憲法相關規定，並未限制不信任案須於立法院常會中提出   

 (E)不信任案制度係為建立政黨黨紀，化解政治僵局，落實責任政治，並具穩定政治之正面作用 

30. 依行政院組織法規定，行政院所設相當中央二級之獨立機關，包括下列何者？ 

 (A)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B)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C)公平交易委員會 (D)中央選舉委員會  

 (E)國家發展委員會 

cq
文字方塊
警大二技考古題庫懶人包下載考古題庫更多警大考試、警察特考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下載，上網立即搜尋【警大考試歷屆考古題懶人包】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整理高見公職072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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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下列有關民事訴訟當事人能力之敘述，何者正確？ 

 (A)地方機關，有當事人能力 

 (B)胎兒，關於其可享受之利益，有當事人能力   

 (C)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 

 (D)當事人能力等同行為能力   

 (E)非法人之團體，雖有代表人，亦無當事人能力 

32. 下列有關勞動契約等之敘述，何者正確？  

 (A)工資：謂勞工因利息而獲得之報酬 

 (B)勞動契約：謂約定合夥關係之契約  

 (C)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 

 (D)臨時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  

 (E)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 

33. 依專利法所稱之專利，分為下列何者？ 

 (A)研究專利 (B)新型專利 

 (C)設計專利 (D)發明專利 

 (E)科學專利 

34. 司法機關適用法律之原則，包括下列何者？ 

 (A)主動積極 (B)一事不再理 

 (C)審判獨立 (D)受上級指揮 

 (E)審判須在法庭 

35.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民事保護令區分為下列何者？   

 (A)暫時保護令 (B)緊急保護令 

 (C)居家保護令 (D)人身保護令 

 (E)通常保護令 

36. 依法律優先適用順序為區分標準，可將法律區分為下列何者？ 

 (A)固有法 (B)實體法 

 (C)程序法 (D)普通法 

 (E)特別法 

37.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有關考試院掌理事項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憲法第 85 條有關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分區舉行考試之規定，停止適用 

 (B)執行公務人員考核事項 

 (C)包括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  

 (D)辦理公務人員陞遷事項 

 (E)包括公務人員之撫卹、退休 

38. 依著作權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 

 (A)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  (B)傳達事實之攝影著作 

 (C)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 (D)中央機關就法令著作作成之翻譯 

 (E)符號之美術著作 

39. 下列對於「自然法學派」之敘述，何者正確？ 

 (A)重在研究法理，主張惡法非法。優點：崇尚公平正義 

 (B)自然法又稱自然律，來自人類對自然界現象的觀察經驗，歸納整理而成的法則 

 (C)認為宇宙間有超越時空之萬古不變的法則存在，法律乃本於人類共通的理性而生  

 (D)主張法律之制定，以維護社會利益為目的；法律之適用，應適應社會之實際情況  

 (E)重在提供立法參考的比較，以比較研究各國法制，提供解釋法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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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下列對中國法家的核心思想等之敘述，何者正確？ 

 (A)其強調在保持社會等級的基礎上，人們要發自內心地愛人，而不是靠外力的強迫  

 (B)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國強兵  

 (C)韓非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D)主張家庭裡的倫理關係，擴大為社會中君臣的政治等級關係   

 (E)其理論根據是萬物以道為原為本，法是道在社會的體現 

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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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5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消防學系 

科目：消防法規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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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80題空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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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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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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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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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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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6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場所，其管理權人未依規定設置或維護，於發生火災致人於死者，

應作何處置？ 

 (A)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B)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C)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D)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 依「消防法」之規定，未僱用領有合格證照者從事熱水器及配管之安裝，其行為人應作何處置？ 

 (A)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七萬元以下罰鍰  

 (B)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C)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  

 (D)處新台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3. 依「消防法」之規定，下列有關消防防護計畫之規定，何者錯誤？ 

 (A)地下建築物其管理權有分屬時，各管理權人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B)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理權人製定消防防護計畫 

 (C)消防防護計畫應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並依該計畫執行有關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務  

 (D)防火管理人遴用後應報請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備查 

4.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宜為下列何者之任務？ 

 (A)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 (B)縣市災害防救會報 

 (C)縣市政府  (D)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5.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對於妨礙災害應變措施之設施、物件，施以加固、移除或改善屬下列

何類事項？ 

 (A)災後復原重建事項  (B)整備事項 

 (C)減災事項  (D)災害應變措施 

6.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下列何者屬中央主管機關之權責？ 

 (A)爆竹煙火監督人講習、訓練之規劃及辦理 

 (B)輸入一般爆竹煙火之封存 

 (C)爆竹煙火製造之許可 

 (D)爆竹煙火安全管理業務之規劃 

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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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下列有關六類公共危險

物品製造場所安全距離之敘述，何者錯誤？ 

 (A)與古蹟之安全距離，應在五十公尺以上 

 (B)與加油站之安全距離，應在二十公尺以上  

 (C)與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之安全距離，應在十公尺以上  

 (D)與電壓超過三萬五千伏特高架電線之距離，應在五公尺以上 

8.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室外儲槽場所儲存第四

類公共危險物品時，有關防液堤之敘述，何者錯誤？ 

 (A)防液堤之高度應在五十公分以上。但儲槽容量合計超過十萬公秉者，高度應在一公尺以上   

 (B)防液堤內面積不得超過八萬平方公尺 

 (C)防液堤應以鋼筋混凝土造或土造，並應具有防止儲存物洩漏及滲透之構造  

 (D)高度一公尺以上之防液堤，每間隔三十公尺應設置出入防液堤之階梯或土質坡道 

9.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下列有關災害防救組織之描述，何者正確？ 

 (A)內政部消防署執行災害防救業務 

 (B)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執行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災害防救政策 

 (C)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統籌、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資源 

 (D)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加速災害防救科技研發及落實，強化災害防救政策及措施 

10. 依「災害防救法」之規定，下列有關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描述，何者正確？ 

 (A)土壤液化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B)陸上交通事故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C)生物病原災害為衛生福利部 (D)坡地災害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 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之規定，下列有關應變中心開設之描述，何者正確？ 

 (A)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應變中心二級開設 

 (B)中央氣象局發布之地震規模達 6.0以上，開設應變中心 

 (C)2016年 2月 6日美濃地震之搜救工作集中於臺南，未達啟動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要件 

 (D)旱災應變中心之開設，各進駐機關得無須 24小時於應變中心輪值 

12. 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之規定，下列有關應變中心參謀群組之主導機關，何者有誤？ 

 (A)幕僚參謀組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導 

 (B)管考追蹤組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導 

 (C)情資研判組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導 

 (D)災情監控組由各該災害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導 

13. 依「災害防救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有關災害防救計畫之描述，何者正確？ 

 (A)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擬訂   

 (B)若發生重大災害，得即刻進行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檢討 

 (C)災害防救基本計畫須經行政院災害防救會報核定  

 (D)行政院每二年應將災害防救白皮書送交立法院 

14. 依「消防法」之規定，下列有關消防法立法目的之描述，何者有誤？ 

 (A)預防火災  (B)搶救災害 

 (C)健全災害防救體制  (D)緊急救護 

15. 依「消防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若經由消防安全設備整體性之運作或使用，判別其機能，

屬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之何種方式？ 

 (A)外觀檢查  (B)性能檢查 

 (C)綜合檢查  (D)機能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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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之規定，閃火點攝氏 200度之

液體屬哪一類公共危險物品？ 

 (A)非屬公共危險物品  (B)第三類 

 (C)第四類  (D)第六類 

17.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未經許可擅自製造爆竹煙火，處負責人及實際負責執行業務之

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 A萬元以上 B萬元以下罰金。請問 A、B各為多少？ 

 (A) A=30；B=300    (B) A=30；B=150 

 (C) A=60；B=300  (D) A=60；B=500 

18.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下列有關第一種販賣場

所之敘述，何者錯誤？ 

 (A)窗戶及出入口應設置三十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  

 (B)樑及天花板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C)應設於建築物之地上層  

 (D)內設六類物品調配室者，其樓地板面積應在六平方公尺以上，十平方公尺以下 

19. 依「消防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某達一定規模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其員工數 25 人，得

不設下列何項自衛消防編組之編組？  

 (A)滅火班 (B)通報班 (C)救護班 (D)避難引導班 

20.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爆竹煙火監督人任職期間應接受複訓。下列何

者為複訓應實施之課程？ 

 (A)火藥常識  (B)火災及爆炸預防 

 (C)專業爆竹煙火施放活動規劃 (D)爆竹煙火管理法令介紹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依「專業爆竹煙火施放作業及人員資格管理辦法」規定，下列有關施放專業爆竹煙火安全防護

措施之敘述，何者正確？ 

 (A)直徑八公分之施放筒與非施放作業之工作人員，應保持二十五公尺以上之距離 

 (B)施放筒開口方向，朝下風位置，並有固定措施，防止風力影響其方向 

 (C)施放過程，施放筒內部保持暢通，防止影響發射                                  

 (D)專業爆竹煙火置入施放筒時，應使其緩慢下降 

 (E)點火後有未施放情形，須俟施放完畢十分鐘後，取出未施放之專業爆竹煙火，並銷毀之 

22. 依「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辦法」規定，下列有關防火牆規定何者錯誤？ 

 (A)與倉庫外牆之距離在二公尺以上 

 (B)倉庫設有天花板者，防火牆高度高於天花板高度三十公分以上 

 (C)倉庫無天花板者，防火牆高度應高於倉庫屋頂三十公分以上 

 (D)若倉庫儲存總火藥量 2公噸以下，鋼板構造之防火牆厚度應為零點二五公分以上 

 (E)防火牆應為鋼筋混凝土構造、加強磚造或鋼骨補強之鋼板或防火板構造，並具堅固基礎 

23. 依「直轄市縣市消防車輛裝備及其人力配置標準」規定，消防勤務車包括下列何者？ 

 (A)地震體驗車 (B)高塔訓練車 

 (C)水陸兩用車 (D)災情勘查車 

 (E)化學災害處理車 

24. 依「消防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將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A)謊報火警者 (B)無故撥火警電話者 

 (C)為消防安全設備不實檢修報告者 (D)毀損消防瞭望臺、無線電塔臺者 

 (E)不聽從消防指揮人員，擅自進入警戒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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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列何者屬於消防法第 13條第 1項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A)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商場 

 (B)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C)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養老院 

 (D)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工廠 

 (E)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理容院 

26. 依「火災案件證物採驗規範」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採取化學跡證時，同一採證工具可同時重複使用採取不同地點之證物 

 (B)尼龍 66 耐熱袋（聚醯胺袋）適用於極性促燃劑殘跡之包裝 

 (C)塑膠證物袋適用於電氣證物及火藥殘跡證物之包裝 

 (D)紙張適用於原料性火藥之包裝 

 (E)含蓋玻璃瓶：瓶蓋之墊片為鐵氟龍材質，適用於極性、非極性可燃性液體及殘跡之包裝 

27. 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規定，下列有關六類公共危險

物品一般處理場所構造之敘述，何者錯誤？ 

 (A)不得設於建築物之地下層 

 (B)外牆有延燒之虞者，除出入口外，不得設置其他開口 

 (C)窗戶及出入口裝有玻璃時，應為鑲嵌鐵絲網玻璃或具有同等以上防護性能者                                    

 (D)製造或處理液體六類物品之建築物地板，應採用滲透構造，並設置集液設施 

 (E)設於室外之處理液體六類物品之設備，應在周圍設置距地面高度在 15公分以上之圍阻措施 

28. 王先生途經某一因地震倒塌建物，並發現有多人受困。請問依「災害防救法」規定，王先生應

該主動通報哪些單位或人員？ 

 (A)119  (B)110 

 (C)村（里）長 (D)轄區消防分隊 

 (E)村（里）幹事 

29.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為有效執行緊急應變措施，下列何者屬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之

整備事項？ 

 (A)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B)災害防救之訓練、演習 

 (C)重要公共建築物之補強  

 (D)災情蒐集、通報所需通訊設施之建置、維護 

 (E)徵調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及所徵用物資之操作人員協助救災 

30.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下列有關縣(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內容規定之描述，何者正確？ 

 (A)應依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定 (B)計畫須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 

 (C)內容包含災害預防相關事項 (D)內容包含災害緊急應變對策相關事項 

 (E)內容包含災後復原重建相關事項 

31.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下列有關政府對依法公告災區範圍之受災居民稅費及保費減免之描述，

何者正確？ 

 (A)災區受災居民自民間領取之救助金、慰問金，免納所得稅 

 (B)災區受災居民自政府領取之救助金、慰問金，應計入所得，繳納所得稅 

 (C)災區受災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於災後一定期間內，其應自付之保險費，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支應  

 (D)災區受災之農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被保險人，於災後一定期

間內應負擔之保險費，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支應 

 (E)災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符合災區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所定自治條例之一定條件者，

得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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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依「災害防救法」、「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規定，下列有關國軍協助災害防救之描述，何者

正確？ 

 (A)颱風所造成淹水事件之國軍協助災害防救，在中央由內政部向國防部提出申請 

 (B)滯留鋒所造成淹水事件之國軍協助災害防救，在中央由經濟部向國防部提出申請 

 (C)發生重大地震災害時，國軍在收到內政部向國防部提出申請後，派遣兵力協助災害防救 

 (D)國軍協助災害防救之申請以書面為之，緊急時得以電話、傳真或其他方式先行聯繫  

 (E)國軍依陸軍、海軍、空軍，劃分救災責任分區，由各軍種司令部指揮，協助各行政區域災

害防救事宜 

33. 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規定，下列有關颱風期間停止上班上課之描述，何者

正確？ 

 (A)依據氣象預報，颱風暴風半徑將於十二小時至二十四小時間經過之地區，得發布停止上班

上課 

 (B)依據氣象預報，未來二十四小時平地雨量達大豪雨標準，得發布停止上班上課  

 (C)依據氣象預報，未來二十四小時山區雨量達大豪雨標準，得發布停止上班上課 

 (D)若風勢與雨勢未達基準，得考量地區之交通、水電供應狀況，發布停止上班上課 

 (E)經發布停止上班上課地區，政府機關需輪班輪值者，必須照常出勤或酌留必要人力，經機

關首長指派出勤者，不適用停止上班上課 

34. 依「消防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下列有關防火管理人及其講習訓練之描述，何者正確？ 

 (A)防火管理人，應為管理或監督層次人員 

 (B)防火管理人，應經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訓練機構或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講習訓練合

格領有證書始得充任 

 (C)講習訓練分為初訓及複訓；初訓合格後，每三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 

 (D)講習訓練時數，初訓得為十五小時 

 (E)講習訓練時數，複訓得為六小時 

35. 依「消防法」、「爆竹煙火管理條例」、「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

法」之規定，下列有關消防相關之自主管理與管理計畫之描述，何者正確？ 

 (A)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理權人，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

畫，報請消防機關審查 

 (B)臺北火車站管理權分屬臺鐵、高鐵、臺北捷運等，其各管理權人應協議制定共同消防防護

計畫  

 (C)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之負責人，應選任爆竹煙火監督人 

 (D)爆竹煙火監督人，訂定爆竹煙火防災計畫，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 

 (E)製造六類物品達管制量五十倍之場所，管理權人選任管理或監督層次以上之幹部為保安監

督人，擬訂消防防災計畫 

36. 依「緊急救護辦法」之規定，直轄市、縣 (市) 消防機關為實施救護業務，對所轄之區域應進

行下列哪些調查？ 

 (A)天然災害潛勢區域 

 (B)地勢及交通狀況 

 (C)有急救事故發生之虞之對象物，其位置及構造 

 (D)老舊建物所在區位 

 (E)人口年齡結構 

37. 防焰性能認證合格登錄編號可以顯示下列哪些資訊？ 

 (A)業別 (B)地址 

 (C)地區 (D)姓名 

 (E)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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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消防機關配合執行危害性化學品災害搶救指導原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暖區又稱影響區或除污區，一般以黃色標示 

 (B)指揮站應設於冷區及上風位置 

 (C)危害性化學品災害處理過程處理「對」比處理「快」重要                                        

 (D)行動方案上應選擇由下風處及適當位置集結接近 

 (E)熱區又稱污染區或禁區，一般以紅色標示 

39. 依「消防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下列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何者應遴用防火管理人？ 

 (A)總樓地板面積在四百平方公尺之遊藝場  

 (B)總樓地板面積在二百五十平方公尺之理容院 

 (C)總樓地板面積在四百平方公尺之補習班 

 (D)總樓地板面積二百五十平方公尺之餐廳。 

 (E)地面樓層五層之觀光旅館 

40.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之規定，爆竹煙火之儲存場所附近發生火災時，其負責人或爆竹煙火

監督人應立即採取下列哪些緊急安全措施？ 

 (A)疏散周邊居民  

 (B)發生狀況場所周圍之爆竹煙火成品、半成品及原料，搬離至安全處所  

 (C)發生狀況場所周圍之機具設備，全部或部分停止使用 

 (D)協助附近火災之災害搶救 

 (E)向當地消防主管機關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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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5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消防學系 

科目：火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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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根據「建築物火災 t
2成長理論」，若一建築物火災以中速(medium)成長，達到燃燒釋熱峰值 Qp 

= 4 MW 時，需要多少時間？ 

 (A)150 秒 (B)300 秒 (C)600 秒 (D)900 秒 

2. 若癸烷完全燃燒時的化學理論濃度為 1.34%，其燃燒下限約為多少？ 

 (A)0.68% (B)0.70% (C)0.72% (D)0.74% 

3. 規格為 220 伏特(V)，80 瓦特(W)的白熾燈，若連接於 110 V 的電源時，理論上其消耗電力為： 

 (A)20 W (B)30 W (C)40 W (D)60 W 

4. 下列哪一項會因電阻值降低而導致焦耳熱的異常發生？ 

 (A)半斷線  (B)開關接點接觸不良 

 (C)電容器絕緣劣化  (D)氧化亞銅增殖發熱現象 

5. 下列哪一種滅火劑，其比重小於 1？ 

 (A)IG-01 (B)IG-55 (C)IG-100 (D)IG-541  

6. 下列哪一物質會因分解熱之蓄積而發火？ 

 (A)硝化棉     (B)原棉 (C)磷化氫 (D)素灰 

7. 依據 Burgess-Wheeler 定理計算，丙烷的燃燒熱約為多少？ 

 (A)421 kcal/mol (B)441 kcal/mol (C)461 kcal/mol (D)481 kcal/mol 

8. 若玉米粉塵的發火感度為 2.3，爆炸強度為 3.0，則依美國的分類標準，其爆炸程度為： 

 (A)弱度爆炸 (B)中度爆炸 (C)強度爆炸 (D)極強度爆炸 

9. 有關於熱傳導係數之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可顯示物質本身之可燃性程度      

 (B)熱傳導係數低之物質，物性較偏向難燃  

 (C)熱傳導係數大者，較不易累積足夠熱量 

 (D)氣體物質之熱傳導係數通常較固體物質來的低 

10. 關於硝化綿火藥之性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脆綿易溶於丙酮  (B)燃燒速度以強綿最快 

 (C)弱綿不易溶於乙醚  (D)不因日光照射起自然分解而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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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光下黑色物體相對於白色背景，其對比度 C 為多少時，被認為是能夠清楚辨別物體之臨界

值，且此值與物體之能見度定義有關？ 

 (A)C=1.5 (B)C=0.5 (C)C= -0.1 (D)C= -0.02 

12. 已知某場所的開口寬 2 公尺、高 1 公尺，室內長寬高分別為：長 8 公尺、寬 5 公尺、高 4 公尺，

依據英國學者 Thomas 所提出的閃燃計算公式，發生閃燃所需之熱釋放率約為多少？ 

 (A)22 MW (B)2.2 MW (C)1.2 MW (D)0.2 MW 

13. 有關火源大小、開口率與 F.O.T(閃燃時間)之關係，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火源愈大，F.O.T 愈短 

 (B)可燃物表面積除以室內全體表面積之值愈大，F.O.T 愈短  

 (C)開口率愈小，F.O.T 愈短 

 (D)開口率極端擴大，F.O.T 期間會拉長 

14. 光氣為消防救災時可能面臨的極危險化學物質，請問光氣受熱分解後之產物為何？ 

 (A)一氧化碳及氯氣  (B)二氧化碳及鹽酸 

 (C)甲苯及水  (D)氯甲酸酯 

15. 在化學工廠火災射水救災時，若將水噴灑至鈉金屬時，將產生何種氣體，並放出大量的熱？ 

 (A)氧氣 (B)氫氣 (C)氫化鈉 (D)鹽酸 

16. 碘價可用以推定油脂自然發火之可能性，由此可知，花生油之碘價，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150 以上 (B)130-150 (C)100-130 (D)100 以下 

17. 常壓下，水吸熱成為 473℃的水蒸氣，其體積膨脹約為多少倍？ 

 (A)1700 (B)2200 (C)2700 (D)3400 

18. 鎂粉與下列哪一物質，無混合危險？ 

 (A)過氧化氫 (B)二硫化碳 (C)三氯矽甲烷 (D)過氧化鎂 

19. 由於落雷經常成為火災的原因之一，對其性質須加以了解。以下有關雷放電之特性，何者錯誤？ 

 (A)易落於高聳之物體  (B)雷電流易流向物體表面 

 (C)雷電流易流向電氣抗阻大之處 (D)雷電流放電為極高溫 

20. 電線如通過之電流超過容許值過大時，絕緣被覆會被破壞，終而發生燃燒。請問，若要達到瞬

間熔斷時，所需的電流密度約需多少 A？ 

 (A)40－43A (B)43－60A (C)60－70A (D)120A 以上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煙囪效應所形成的壓差公式中，Ks=3460 Pa·K/m，Ks與下列哪些直接相關？ 

 (A)空氣的分子量 (B)空氣的比熱 

 (C)大氣壓力 (D)重力加速度 

 (E)理想氣體常數 

22. 下列有關熱傳導的敘述，哪些正確？ 

 (A)傳導熱流正比於溫度梯度 (B)熱傳導主要藉由物質內部的晶格振盪傳遞能量 

 (C)木材的熱傳導係數具備等方向性 (D)氣體無法進行熱傳導  

 (E)熱阻與熱貫流率成反比 

23. 下列有關熱對流的敘述，哪些正確？ 

 (A)對流換熱係數是物質的特性 (B)強制對流之換熱係數約為 10~500 W/(m
2·K)  

 (C)煙囪效應屬於熱對流 (D)浮力效應屬於熱對流 

 (E)撒水頭的啟動主要是受自然熱對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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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列有關影響粉塵爆炸因素的敘述，哪些正確？ 

 (A)灰分愈多愈易爆炸  

 (B)粒子表面積與質量比愈小愈易爆炸 

 (C)煤塵中混有甲烷，其爆炸下限將下降  

 (D)堆積層的厚度愈高，其發火溫度比浮游粒塵低  

 (E)粉塵爆炸的最小發火能量約為可燃性混合氣體的 100~1000 倍 

25. 下列哪些物質，與水反應會產生可燃性氣體？ 

 (A)Ca3P2 (B)Na2C2  

 (C)P2O5 (D)Al4C3 

 (E)CaO 

26. 下列有關「積污導電現象」和「金原現象」的敘述，哪些正確？ 

 (A)兩者皆會形成異極間導電通路   

 (B)積污導電現象又稱電痕 

 (C)金原現象又稱延面洩漏放電  

 (D)金原現象指絕緣體表面形成導電化通路而通電的現象  

 (E)僅金原現象為石墨化現象 

27. 下列有關影響引火因素的敘述，哪些正確？ 

 (A)引火現象僅發生在氣、液體  

 (B)物質引火點在常溫以上，未經加熱則不易燃燒 

 (C)引火點通常以體積百分比表示  

 (D)引火性氣體與空氣混合，在燃燒範圍內即可自行著火 

 (E)蒸發熱、沸點、熔點均會影響物質的引火點 

28. 下列有關防止火焰向上層延燒之改善對策，哪些正確？ 

 (A)加大窗口尺寸  

 (B)減少室內可燃物量 

 (C)窗戶加裝水幕撒水設備  

 (D)減少外牆側壁高度 

 (E)增加突出的屋簷 

29. 可燃性液體對燃燒之影響效果，主要受可燃性液體哪些因素所影響？ 

 (A)毒性 (B)沸點 

 (C)形狀 (D)引火點 

 (E)流動性 

30. 關於物質發火能量與化學構造之關係，依據 Calcote 之研究結論，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飽和六員環化合物通常具有較低之最小發火能量 

 (B)共價結合會增加發火能量 

 (C)第一級胺比第二級胺之發火能量為大 

 (D)分子之長度增長將增大發火能量 

 (E)構造之變化對發火能量之影響高於鍵長度之增加 

31. 下列有關各種發火源性質之敘述，何者正確？ 

 (A)香煙溫度中心部溫度約為 700-800℃，若氧氣濃度降至 16%以下，燃燒難以持續 

 (B)黏性高之膠質，遇到撞擊時，壓縮變形現象引起之摩擦熱，將更促進發火 

 (C)熔接、熔斷或摩擦時產生之火花，其粒子較大、溫度較低，一般不容易引起可燃物著火 

 (D)飛火星是否造成可燃物燃燒，與飛火星的火力、通風狀態有關 

 (E)為避免靜電危險，酮類在管中的安全流速，以 30 m/sec 以下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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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下列何者會造成木材的低溫起火危險性增加？ 

 (A)短期低溫加熱 (B)木材內部氧氣供給減少 

 (C)木材內部熱蓄積 (D)木材含多量樹脂 

 (E)木材吸收酸類物質 

33. 有關於爆炸性物質的特性，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在 T.N.T 中混入砂粒後，敏感度降低 

 (B)硝化甘油在凝固時，結晶呈三斜晶系的較為安定 

 (C)許多爆炸性物質具有一定的毒性 

 (D)雷汞遇硫酸會降低爆炸性 

 (E)苦味酸不得以金屬容器包裝 

34. 要防止粉塵爆炸，以下方法何者正確？ 

 (A)抑制粉塵濃度在爆炸上限以下 (B)降低濕度 

 (C)增加氧氣濃度 (D)添加氮氣 

 (E)減少粉塵粒子漂浮 

35. 泡沫的滅火性能主要與下列何種因素有關？ 

 (A)泡沫顏色 (B)還液時間 

 (C)氣泡直徑分佈 (D)泡膜性質 

 (E)泡膜厚度 

36. 有關碳酸氫鈉(NaHCO3)乾粉滅火藥劑之性質，下列何者正確？ 

 (A)可用於木材火災，但不適合油類火災    

 (B)具有吸熱效果 

 (C)滅火時產生水蒸氣及二氧化碳       

 (D)滅火效果較以碳酸氫鉀(KHCO3)為主成分者為佳 

 (E)通常可添加碳酸鈣(CaCO3)增加其流動性 

37. 下列有關熱輻射的敘述，哪些正確？ 

 (A)輻射度(率)等於吸收度(率) 

 (B)木材燃燒的火焰中，CO2的輻射度(率)最大  

 (C)熱輻射的波長範圍涵蓋紫外線 

 (D)木材燃燒的火焰中，H2O 的輻射度(率)最大 

 (E)輻射角度越大，受輻射物體所承受的能量越高 

38. 液體滅火劑中，界面活性劑的主要直接作用有哪些？ 

 (A)乳化作用 (B)起泡作用 

 (C)減低表面張力作用 (D)阻礙連鎖反應作用 

 (E)激發氧化作用 

39. 有關於乙炔之性質與危險性，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工業上乙炔製造是利用電木與水反應而成   

 (B)乙炔氣體在界線壓力以上，若給予能量，將產生分解爆炸  

 (C)固體乙炔較液化乙炔來的安全 

 (D)乙炔與銅接觸，形成易爆性物質 

 (E)乙炔為單鍵結構，不易與鹵化氫起反應 

40. 下列何種油類儲槽發生火災時，若無法迅速滅火，在油槽表面高溫油處進行泡沫放射後，會產

生所謂的濺溢(slopover)現象？ 

 (A)原油 (B)重質油 

 (C)中質油 (D)輕質油 

 (E)特輕質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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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5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消防學系 

科目：普通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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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 + Cl2(g) → CaCl2(s) 的反應中，下列何者正確？ 

 (A) Ca 是氧化劑  (B) Cl2是氧化劑 

 (C) Ca 得到電子  (D)獲得電子的物質是還原劑 

2. 有關酸鹼緩衝劑的特點，下列描述何者不正確？ 

 (A)緩衝劑由弱酸和其共軛鹼所組成 (B)試劑的濃度要夠高  

 (C)弱酸及共軛鹼的比值不拘 (D)加入強酸，pH 值不會改變很大 

3. 在溫度 298K 時，反應 2NO2(g) → N2O4(g)之標準焓變化是 -58.03kJ，標準 entropy 變化是 

-176.6J/K，試由此推論在溫度 298K 時，是否會產生自發反應？ 

 (A)會產生反應，因吉布斯自由能為負值 

 (B)不會產生反應，因吉布斯自由能為負值 

 (C)不會產生反應，因吉布斯自由能為正值 

 (D)會產生反應，因吉布斯自由能為正值 

4. C
14的半衰期為 5730 年，有一古骨頭檢體，測其 C

14及 C
12含量，結果顯示其 C

14
/C

12比值，是

現生物體中 C
14

/C
12比值的 1/8，問此古骨頭檢體的年代距離現今約有多久？ 

 (A) 45840 年 (B) 17190 年 (C)11460 年 (D) 716 年 

5. 下列計算一溶液 pH 值何者不正確？ 

 (A)含有 1.00M CH3COONa/1.00M CH3COOH 的 1L 溶液之 pH 是 4.74 

 (B)在 A 溶液中加入 0.08mole 的 NaOH，則其 pH 變為 4.82 

 (C)在 A 溶液中加入 0.12mole HCl，則 pH 變為 4.50 

 (D) A 溶液是一個很好的緩衝溶液 

6. 下列哪些物質加入水中，能使水的沸點上升？ 

 (A)玻璃脆片 (B)乙醇 (C)乙酸乙酯 (D)氯化鈉 

7. 下列的反應中，那一個 entropy 會增加？ 

 (A) AgCl(s) → Ag
+
(aq) + Cl

－
    

 (B) H2O(g) → H2O(l)  

 (C) Na(s) + 1/2 Cl2(g) → NaCl(s)  

 (D) 2 KCl(s) + 3O2(g) → 2 KClO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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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較分子 H2O , NH3 , CO2 , ClF , CCl4的性質，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A)極性分子有 H2O , ClF , CCl4      

 (B)極性分子有 H2O , NH3 , ClF  

 (C) H2O 之中心原子與氫原子的鍵結是 sp
2混成軌域  

 (D) ClF 分子中，Cl 帶負電荷 

9. 當華氏溫度等於幾度時，其數值與攝氏溫度相同？ 

 (A) 0°F (B) -40°F (C) 100°F (D) 32°F 

10. 請平衡下列氟化氫與矽酸鈣反應的化學方程式。 

a CaSiO3(s) ＋ b HF(g) → c CaF2(aq) ＋ d SiF4(g) ＋ e H2O(l) 

 (A) a=1, b=5, c=1, d=1, e=3  (B) a=1, b=6, c=1, d=1, e=4  

 (C) a=2, b=6, c=1, d=1, e=3  (D) a=1, b=6, c=1, d=1, e=3 

11. 下列何者的原子數目最多？ 

 (A) 20.0 g Na (B) 20.0 g Fe (C) 20.0 g Ag (D) 20.0 g Cu 

12. 下列氫氣與氮氣反應產生氨氣之敘述，何者最正確？ 

 (A)除非加入正確的莫耳比例，不然氫氣與氮氣不會進行反應  

 (B)在平衡方程式中，氮對氫的莫耳比例為 1：2 

 (C)在平衡方程式中，氮對氫的莫耳比例為 2：1 

 (D)平衡方程式可以讓我們由氮氣與氫氣的含量而預估有多少的氨氣可以產生 

13. 已知下列數據： 

C(s) ＋ O2(g) → CO2(g) ΔH＝ -393 kJ 

2 CO(g) ＋ O2(g) → 2 CO2(g) ΔH＝ -566 kJ 

計算反應 2C(s) ＋ O2(g) → CO(g) 的ΔH=？ 

 (A) -220kJ (B) 100kJ (C) 566kJ (D) -786 kJ 

14. 在下列各物質中，何者液態分子間作用力為氫鍵？ 

 (A) CH3OH (B) CO   (C) Ne (D) Cl2 

15. 依熔點由低至高的順序排列 CH4、MgO、H2O、H2S。 

 (A) CH4 < MgO < H2O < H2S   (B) CH4 < H2S < H2O < MgO  

 (C) CH4 < H2O < H2S < MgO  (D) MgO < H2O < H2S < CH4 

16. 在高溫時，元素氮和氧會彼此反應而形成一氧化氮  

 

假設在一特定溫度下分析此系統，且平衡濃度發現是[N2]＝0.041 M、[O2]＝0.0078 M 及[NO]

＝4.7 × 10
－4

 M。計算此反應的 K 值=？ 

 (A)1.5×10
-7

 (B)3.8×10
-3

 (C)6.9×10
-4

 (D)2.9×10
-6

 

17. 從分子軌域法 (molecular orbital theory) 推測下列物質何者鍵級(bond order)最大？ 

 (A) O2
+
 (B) O2 (C) C2

2－
 (D) N2

－ 

18. 下列何者不是正確的有機化合物命名？ 

 (A) 2-methyhexane (B) 2-ethylpentane (C) 3-bromohexane (D) 3-chloro-3-methylpentane 

19. 下列何者為真？ 

 (A) 
40

Ca
2+ 含有 20 個質子和 18 個電子  

 (B)拉塞福創造了陰極射線管，並且是電子的電荷與質量比的發現者 

 (C)原子核包含質子、中子和電子 

 (D)電子比質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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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已知辛烷之莫耳質量 114.2g，下列反應描述辛烷的燃燒反應 

2 C8H18(l) + 25 O2(g) → 16 CO2(g) + 18 H2O(l) 

請問在 STP 條件下，需要多少體積的氧氣與 10.0 g 的辛烷完全反應？ 

 (A) 22.4L (B) 44.8L (C) 24.5L (D) 45.0L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有關粒子及波性質的敘述，下列何者為正確？ 

 (A)光只有粒子性質  

 (B)光只有波的性質 

 (C)光有粒子性質也有波的性質  

 (D)電子運動有粒子性質也有波的性質 

 (E)任何物質運動都有粒子性質也有波的性質 

22. 比較 NO2
+、NO2

－ 與 NO3
－三物質的鍵長與鍵能，下面哪些是正確的？ 

 (A) NO2
+ 鍵長最長   (B) NO2

－ 鍵長最長 

 (C) NO3
－ 鍵長最長  (D) NO2

+ 鍵能最大    

 (E) NO3
－ 鍵能最大 

23. 下列有關石墨的特性敘述，哪些為正確？ 

 (A) C 是網狀共價鍵 (B)每個碳以 sp
2混成軌域與其它碳鍵結 

 (C)鍵結型態是具有未定域化的Π鍵環繞 (D)石墨是一種非導體 

 (E)石墨是一層一層排列 

24. 有關沸點大小比較，下列哪些為正確？ 

 (A) HI＞HBr＞HCl＞HF (B) HF＞HI＞HBr＞HCl 

 (C) Xe＞Ar＞Ne＞He (D) CH3OCH3＞CH3CH2OH 

 (E) O2＞N2 

25. 已知兩個半反應的標準電位如下： Cu(s) → Cu
2+

 + 2e E
o 

= -0.34V , Zn(s) → Zn
2+

 + 2e E
o 

= 

0.76V, 由這兩個半反應所組成的伏特電池，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A)其標準電位是 0.42V    

 (B)其標準電位是 1.10V 

 (C)陽極是 Zn 極  

 (D)陰極是 Cu 極 

 (E)如果 Cu
2+及 Zn

2+離子濃度不是 1M 電池電位可能會改變 

26. 比較三種有機酸在水中的溶解度：pentanoic acid, butanoic acid, propanoic acid。下列何者為正

確？ 

 (A) pentanoic acid 溶解度最大  

 (B) butanoic acid 溶解度最大 

 (C) propanoic acid 溶解度最大  

 (D)上述三個有機酸溶於水主要是氫鍵作用力 

 (E) pentanoic acid 溶解度最小 

27. 下面敘述何者為正確？ 

 (A)昆蟲能在水面上滑動是因水面有表面張力  

 (B)表面張力大是因液體分子間作用力較強 

 (C)表面張力大是因液體分子間作用力較小 

 (D)表面張力大的液體如汞放在細玻璃管中會呈上凸液面 

 (E)表面張力是一種內聚力 

cq
文字方塊
警大二技考古題庫懶人包下載考古題庫更多警大考試、警察特考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下載，上網立即搜尋【警大考試歷屆考古題懶人包】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整理高見公職072233812



普通化學4  

28. 有一伏特電池，其電池的簡示圖如下: Cu(s)∣Cu
2+

 (1M) ∥ Ag
+
(1M)∣Ag(s)，關於此電池，下

列描述何者為正確？ 

 (A)陽極是 Cu (s)  

 (B)陰極是失去電子 

 (C)∥代表鹽橋  

 (D)鹽橋可用 KNO3(aq)當電解質 

 (E)離子濃度 1M 是代表標準狀態濃度 

29. 將 20.00 ml 乙醇 (d=0.789g/ml, 分子量 46.07)加在水中，最後溶液的體積為 100ml (d=0.982 

g/ml)，下列何者正確？ 

 (A)乙醇之莫耳濃度為 3.43M  

 (B)乙醇之重量莫耳濃度為 4.16 M 

 (C)乙醇之莫耳分率 0.098  

 (D)乙醇在水溶液中的濃度是 1.6 x 10
5
 ppb 

 (E)乙醇溶於水中會使水的沸點上升 

30. 請選出以下混合物為異相混合物。 

 (A)來自稻田的灰塵 (B)運動飲料的氣味 

 (C)混合堅果 (D)空氣 

 (E)夏威夷比薩 

31. 對於以下離子，請選出從其原本中性原子中得到或失去 2 個電子者： 

 (A) O
2－

 (B) P
3－

 

 (C) Cr
3+

 (D) Sn
2+

 

 (E) Rb
+
 

32. 下列有關化學方程式的敘述何者為真？  

 (A)在平衡一化學方程式時，你不可以改變任何化學式之前的係數  

 (B)化學反應中，因為質量守恆定律，所以平衡的化學方程式中的兩邊必須有相同數目的原子 

 (C)平衡化學方程式中的係數指的是反應物和產物的克數  

 (D)在平衡一化學方程式時，你不可以改變任何化學式的下標  

 (E)反應物在化學方程式的右邊，而產物在左邊 

33. 預測當下列物質的水溶液混合時，能產生沈澱者？ 

 (A)硫酸鉀( K2SO4 )和醋酸鈣( Ca(C2H3O2)2 ) 

 (B)碳酸鈉( Na2CO3 )和氯化錳(II) ( MnCl2 ) 

 (C)鹽酸( HCl )和醋酸亞汞( Hg2(C2H3O2)2 ) 

 (D)硝酸鈉( NaNO3 )和硫酸鋰( LiSO4 ) 

 (E)硫酸( H2SO4 )和氯化鋇( BaCl2 ) 

34. 試計算下列各樣品中元素的莫耳數，有哪幾種莫耳數大於 1.0 莫耳？ 

 (A) 4.95g 的氖 (B) 72.5 g 的鎳 

 (C) 115mg 的銀 (D) 6.22 μg 的鈾 

 (E) 135g 的碘 

35. 氫氣與氟氣產生氟化氫的反應其焓變化是-542 kJ，反應式如下： 

H2(g) + F2(g)  2 HF(g)  ΔH= -542kJ 

試問以下何者為真？ 

 (A)每莫耳氟化氫產生的焓變化是 -542kJ (B)每莫耳氟化氫產生的焓變化是 -271kJ 

 (C)本反應為吸熱反應 (D)本反應為放熱反應 

 (E)每莫耳氟化氫產生的焓變化是 -1084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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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計算以下各溶液的[H
+
]，並指出哪些溶液是酸性？ 

 (A) [OH
－

] = 2.32×10
-4 

M (B) [OH
－
] = 8.99×10

-10 
M 

 (C) [OH
－
] = 4.34×10

-6 
M (D) [OH

－
] = 6.22×10

-12 
M 

 (E) [OH
－

] = 4.73×10
-4 

M 

37. 假設反應系統 

 

已經達到平衡，預測下列各變化對平衡位置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A)注入額外的 O2於系統使反應向右進行 

 (B)注入額外的 O2於系統使反應向左進行 

 (C)從反應容器中移除 NO2使反應向右進行 

 (D)從反應容器中移除 NO2使反應向左進行 

 (E)注入 1.0 莫耳的氦氣於系統對反應平衡位置沒有影響 

38. 選出下列所給定的化學式中何者的名稱不正確？ 

 (A) CaH2，calcium hydride (B) CrI3，chromium(Ш) iodide 

 (C) CuBr2，cupric bromide (D) PbCl2，lead(IV) chloride       

 (E) Na2S，disodium sulfide 

39. 根據下列未平衡的化學方程式回答問題 

C6H12O6 (s) + O2 (g) → CO2 (g) + H2O (g) 

試問在 28.0 ℃及 0.976 atm 的條件下，與 5.00 g C6H12O6反應，以下敘述何者為真？ 

 (A)需要 0.02778 莫耳的氧氣 (B)需要 0.1667 莫耳的氧氣 

 (C)需要 4.22L 的氧氣 (D)需要 8.44L 的氧氣 

 (E)生成 4.22L 的二氧化碳 

40. 下列對於分子間作用力的敘述何者為真？ 

 (A)非極性分子間之唯一分子作用力是倫敦分散作用力 

 (B)只有倫敦分散作用力的分子在室溫下都是氣體 

 (C)NH3的分子間氫鍵作用力比 H2O 大 

 (D)SO2(g)分子存在著偶極－偶極作用力 

 (E)CH3CH2CH3的倫敦分散作用力比 CH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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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5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解答 

修正版 

共同科目 

 

憲法與法學緒論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D A A D B A A B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D B A D C C D C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D DE ACDE ACE ABDE ABCD ABCE ADE ADE B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 CDE BCD BCE ABE DE ACE ACD ABC BCE 

 

 

英文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C C B B A C B E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D A B B A C C E E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 B D E C D E B A A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B B D E D B B C A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E C D E B C A B A C 

 

cq
文字方塊
警大二技考古題庫懶人包下載考古題庫更多警大考試、警察特考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下載，上網立即搜尋【警大考試歷屆考古題懶人包】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整理高見公職072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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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學系 

 

消防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B A B A C A A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C B C C C A C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D或
CDE 

BC AB ABE BCE AB D ABCDE BD A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E ABD BCDE ABCDE BCE BC ACE ABCE BCE BCE 

 

 

火災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A C C A D C B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C A B D D B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E AE BCD CDE ABD ABD BE BCE BDE 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D CDE ABD DE BCDE BCE A ABC BCD AB 

 

 

普通化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A B 送分 D A B B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D A A B C C A或 B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DE CD ABCE BCE BCDE CDE ABDE ACDE AB A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 BD ABCE BE BD BD AC 或
ACE 

CD BCE ADE 

cq
文字方塊
警大二技考古題庫懶人包下載考古題庫更多警大考試、警察特考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下載，上網立即搜尋【警大考試歷屆考古題懶人包】警察特考中心‧高見公職整理高見公職072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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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5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標準答案釋疑結果 

【釋疑結果總說明】： 

一、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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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3

科(62 題，含命題老師誤植答案 2 題)，共 127 人次，統一將命題老師釋疑結果公告於

本校網頁，請考生自行查看。 

二、考生所提試題疑義，各科經命題老師與審題老師 3人審慎討論結果，修正之科目、題號

如下(計 10科，17題)，其餘各科答案均正確無誤。 

【憲法與法學緒論】 

第 21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CD)修正為(CD)。 

【英文】 

第 32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修正為(B)。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第 39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DE)修正為(ABDE)。 

【犯罪偵查學】 

第 27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DE)修正為(ABDE)或(ABE)。 

【特種刑事法令】 

第 27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CD)修正為(ACDE)。 

【消防法規】 

第 21題：本題原公布答案(CDE)修正為(CD)或(CDE)。 

第 39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E)修正為(BCE)。 

【普通化學】 

第 5題：本題原公布答案(C)修正(送分)。 

第 18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修正為(A)或(B)。 

第 37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CE)修正為(AC)或(ACE)。 

第 38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C)修正為(CD)。 

【道路交通法規】 

第 4題：本題原公布答案(D)修正為(A)或(D)。 

第 22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CDE)修正為(BCE)。 

第 36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E)修正為(BCDE)。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第 27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CD)修正為(BCD)或(ABCD)。 

第 28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DE)修正為(ADE)或(AD)。 

【航海學及輪機學概要】 

第 6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修正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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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各科釋疑說明】 

一、共同科目 

【憲法與法學緒論】 

第 8題：【考生 20328 提】 

1.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54 號解釋文首句即指出「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

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而人格與隱私權等均為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憲法

非列舉權，並未列屬制度性保障之性質。因此，維持原公布之最適答案。 

2. 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21題：【考生 20657、20630、39068、39064、20009提】 

1. 依據我國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係四項「公益原則」即「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

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係「比例原則」；以法

律限制，係「法律保留原則」。 

2. 故本題公布答案（BCD）修正為（CD）。 

第 26題：【考生 39076、38028、30001、30068提】 

1.論理解釋之法律解釋方法，又可稱為系統解釋，係由法律條文之邏輯結構和系統，

並考量整體規範的意義關聯而為之解釋，其包括考量由擴充、限制、擴充及反面

解釋。另一方面，目的解釋係由法律條文之目的，解釋條文意義之方法，與論理

解釋有別。（參考：李太正，法學入門，元照，2008，第 163~164頁)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無誤。 

第 36題：【考生無名氏、36037 提】 

1.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條之規定：「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

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乃特別法

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至於實體與程序之適用則並未明確規定之。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E)無誤。 

第 39題：【考生 20328、20657 提】 

1.依林紀東著，法學緒論：「自然法代表正義，任何國家的法律，都不應離開這個正

義的理想。」故上述選項(A)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無誤。 

【英文】 

第 9題：【考生號碼：20630 提】 

1. police lineup (排列指認)，是一項辨識程序，以確認嫌犯是不是犯罪者

(perpetrator)。至於該人之行為是刑法上的正犯、幫助犯或教唆犯 

(abettor)，則是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的範疇，並不是 lineup (排列指認)之目

的。 

2. 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10 題：【考生號碼：20495 提】 

1.identity theft 直譯「身分竊用」，（一般俗稱為「身分竊盜」），是身分資料偷竊

及身分冒用之簡稱。而英文原文的 identity theft 也是簡稱，完整的意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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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theft and assumption，係指行為人未經授權擅用他人用以表彰其身

分的證明或資訊，從而冒用他人之身分，遂行各式活動。identity theft 也是常

見的詐欺(fraud)手法之一。 

2.從英文句法結構而言: A is B，B 是主詞 A 的補語。如果(C) forgery 是正確答案，

則本句為 According to the FBI, identity theft is the number one forgery committed 

on the Internet. 句中的 identity theft = forgery，意為：「根據聯邦調查局，身分竊

用是網路上最常被犯下的偽造文書」。「身分竊用」與「偽造文書」混為一談不正

確外，也非釋疑考生所主張「身份竊盜也有可能使用偽造簽名」。 

3.本題答案應為(E)。According to the FBI, identity theft is the number one fraud 

committed on the Internet. 意為：「根據聯邦調查局，身分竊用是網路上最常被犯

下的詐欺行為 (身分竊用是最常見的網路詐欺)」。 

4.故本題原公布答案(E)無誤。 

第 17題：【考生 30066、30145、20730提】 

1.地球並不會真得縮小，而是世界感覺好像不再像以前那麼大了，這主要是拜網際

網路之賜，故 C 才是正解；並且本測驗要求選出最佳解答。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20題：【考生 20657、30066 提】 

1.本測驗為英文會話能力測驗而非探討法律程序問題，D為答非所問，E才是此假設

情境的最適當解答。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E)無誤。 

第 32題：命題老師修正答案、【考生 20731、30001、39068、30162提】 

1.誤植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修正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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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題：【考生 20589提】 

1.刑法第 51條之規定係針對數罪併罰之情形所為之規定，又所謂數罪併罰，依刑法

第 50條之規定，係指「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而言，本題意旨

是在問「某甲犯 A罪經判決確定『後』另犯 B罪」之情形，並非數罪併罰之情形，

自無刑法第 51 條之適用。而應依各罪之宣告刑分別先後執行之，即應合併執行

12年 6個月有期徒刑。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4題：【考生 20630提】 

1.刑事訴訟法第 137 條之附帶扣押，其所扣押之物為搜索票上所未記載之本案應扣

押物，自屬無令狀之強制處分。又同法第 76條之逕行拘提，只是不經傳喚之逕行

拘提，其拘提仍須檢察官或法官簽發拘票，自非屬無令狀強制處分。疑義申請認

為逕行拘提非法官所核發之令狀，顯屬誤會。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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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為遺失物、是否為竊盜犯或贓物犯……等訊息的紀錄。」。經查證，該查

贓系統包含諸多子系統，並非只能查到收當物品名，收當價錢或典當人等訊息可

從「收當物品資料」系統中查察得到。 

4.慮及「財務」之意義相當廣泛，考生可能會有其他意思面向之判斷，故擬修正為

ABDE或 ABE均給分。。 

5.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DE)修正為(ABDE)或(ABE)。 

【特種刑事法令】 

第 27題：【考生無名氏、30162 提】 

1.選項(E)是「預備加入詐欺集團」，符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條二、第七款「有預

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之規定。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CD)修正為(ACDE)。 

第 29題：【考生 30066提】 

1.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8 條第 1 項固然已就罪與刑加以規定，而與罪刑法定原

則有關，但本題之問題本旨是在問上述規定「不分各類槍枝之殺傷力與危險性，

以及此類行為尚屬危險階段或預備階段，均一律以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為其法定刑，與何種原則有關」，並非在問上述條文與何種原則有關。故答案應維

持疑義申請所未爭執之選項(CD)。疑義申請未認明問題本旨，致有誤會，本題維

持原公布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D)無誤。 

 

五、消防學系 

【消防法規】 

第 13題：【考生 36017、36031 提】 

1.現行法律條文(災害防救法)為： 

第 17條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由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擬訂，經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由

行政院函送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據以辦理災害

防救事項。 

前項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應定期檢討，必要時得隨時為之。 

行政院每年應將災害防救白皮書送交立法院。 

施行細則第 7條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每五年應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就相關減災、整備、

災害應變、災後復原重建、科學研究成果、災害發生狀況、因應對策等，進行勘

查、評估，檢討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2. 

(1)發生重大災害後可能導致組織、政策之轉變，是屬計畫應予以配合調整之時機，

依法得即刻進行檢討，無須受施行細則第 7條五年檢討之限制。原答案 B已有

法律授權。 

(2)組織名稱不宜逕自調整。如中央選舉委員會不宜以行政院選舉委員會稱之；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不宜以行政院災害應變中心稱之。故考生建議之答案 C有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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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擇題為選擇最適合之答案，維持原公布答案 B。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無誤。 

第 21題：【考生 36119提】 

1.選項(E)未說明完整，故選項(CDE)或(CD)均給分。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DE)修正為(CD)或(CDE)。 

第 32題：【考生 36119提】 

1.災害防救法第 3 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為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一、風災、震災（含土壤液化）、火災、爆炸災害：內政部。 

二、水災、旱災、礦災、工業管線災害、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經濟部。 

三、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動植物疫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交通部。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六、生物病原災害：衛生福利部。 

七、輻射災害：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八、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或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 

第 6條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向國防部提出申請；地方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向所在直轄市、縣（市）後備指揮部轉

各作戰區提出申請。但發生重大災害時，國軍應主動派遣兵力協助災害防救，並

立即通知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前項申請以書面為之，緊急時得以電話、傳真或其他方式先行聯繫。 

發生重大災害地區，由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指派作戰及專業參謀，編成具備勘

災能力之災情蒐報小組，掌握災情，並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

公所首長密切聯繫，適時投入兵力，立即協助救災。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於災害發生期間，緊急申請國軍支援

時，作戰區應儘速核定，以電話先行回覆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及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兵力派遣情形，並向國防部回報。 

第 7條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以各作戰區為主，結合行政區域編組劃分救災責任分區，並

依地區特性、災害類別及規模，由作戰區統一規劃運用地區三軍部隊。 

2.答案選項(C)：發生重大地震災害時，國軍在收到內政部向國防部提出申請後，

派遣兵力協助災害防救。依照現行法規，若屬重大災害，國軍無須等內政部申請

後才派遣兵力，而「應」主動派遣兵力協助災害防救，並立即通知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原考生建議之答案選項(C)有疑義，故維持

原公布答案。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D)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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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題：【考生 36119提】 

1.消防法第 14條 

本法第十三條所定防火管理人，應為管理或監督層次人員，並經中央消防機關認

可之訓練機構或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講習訓練合格領有證書始得充任。 

前項講習訓練分為初訓及複訓。初訓合格後，每三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 

第一項講習訓練時數，初訓不得少於十二小時；複訓不得少於六小時。 

2.選項(D)：講習訓練時數，初訓得為十五小時；符合法規初訓不得少於十二小時

之要求。選項(E)：講習訓練時數，複訓得為六小時；符合法規複訓不得少於六

小時之要求。原提供之選項(D)、(E)並無錯誤。 

3.考生主張法條字字無法更改，此看法屬實。但在法條之應用上，應對法內容完整

解讀；而本題選項非測驗考生對法規內容背誦能力，而為理解、應用能力。如初

訓「不得少於」十二小時，並非要求初訓時數只能為十二小時；而是須滿足十二

小時之最低要求。同理，複訓不得少於六小時。 

4.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E)無誤。 

第 35題：【考生 36119提】 

1.第 13條 

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理權人，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

防防護計畫，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並依該計畫執行有關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務。 

地面樓層達十一層以上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建築物，其管

理權有分屬時，各管理權人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並報請消防機關核備。 

防火管理人遴用後應報請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第 18條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及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三十倍之儲存、販賣場所之負責

人，應選任爆竹煙火監督人，責其訂定安全防護計畫，報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備查，並依該計畫執行有關爆竹煙火安全管理上必要之業務；安全防護計

畫修正時，亦同。 

爆竹煙火監督人選任後十五日內，應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異動

時，亦同。 

第一項所定爆竹煙火監督人，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專業機構施予訓練，

並領有合格證書，始得充任；任職期間，並應定期接受複訓，費用由受訓人員自

行負擔。 

第 47條 

製造、儲存或處理六類物品達管制量三十倍以上之場所，應由管理權人選任管理

或監督層次以上之幹部為保安監督人，擬訂消防防災計畫，報請當地消防機關核

定，並依該計畫執行六類物品保安監督相關業務。 

保安監督人選任後十五日內，應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第一項保安監督人應經直轄市、縣 (市) 消防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業

機構，施予二十四小時之訓練領有合格證書者，始得充任，任職期間並應每二年

接受複訓一次。 

2.答案選項(E)：製造六類物品達管制量 50倍之場所，管理權人選任管理或監督層

次以上之幹部為保安監督人，擬訂消防防災計畫。依造現行法規，只要超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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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以上，管理權人選任管理或監督層次以上之幹部為保安監督人，擬訂消防防災

計畫。原答案選項製造六類物品達管制量之 50倍，符合法規之超過 30倍以上，

應擬定消防防災計畫。故維持原公布答案。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CE)無誤。 

第 39題：【考生 36101、36013、36145、36119、36034、36142、36045、36111、36071、36001

提】 

1.第 13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範圍如下： 

一、電影片映演場所（戲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舞廳、夜總會、 俱樂部、

保齡球館、三溫暖。 

二、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等）、指壓按摩場所、錄影節目帶播映場所（MTV 

等）、視聽歌唱場所（KTV 等）、酒家、酒吧、PUB 、酒店（廊）。 

三、觀光旅館、旅館。 

四、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商場、超級市場及遊藝場等場所。 

五、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六、醫院、療養院、養老院。 

七、學校、總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或訓練班。 

八、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三十人以上之工廠或機關（構）。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供公眾使用之場所。 

2.原提供答案為(BE)，考生所提疑義選項(C)：總樓地板面積在四百平方公尺之補

習班。此選項符合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原提供答案(BE)

有所遺漏。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E)修正為(BCE)。 

【普通化學】 

第 5題：【考生 36013、36111 提】 

1.由於題目沒提供 CH3COOH 的 Ka值，確實無法作答。 

2.A溶液是指答案 A的溶液，但因題目沒供 Ka值，所以本身無法作答。 

3.本題修正為送分。 

第 13題：【考生 36111提】 

1.原本有預期考生應有平衡反應方程式之能力，產物 CO 的係數未提供並不影響作

答。如未平衡則無可選擇之ΔH 值。反應物中 C 的係數已為 2，可知 CO 之係數

應平衡為 2。 

5.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第 18題：【考生 36119提】 

1.由於答案(A)也是正確答案，故(A)及(B)均為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修正為(A)或(B)。 

第 37題：【考生無名氏、36013、36037提】 

1.本反應未特別聲明僅於定壓或定容條件下反應，如考生作答單純考慮定壓或定

容，標準答案 E 確實有修正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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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CE)修正為(AC)或(ACE)。 

第 38題：【考生 36111、36119、36145提】 

1.選項 C應該為 copper bromide 

5.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修正為(CD)。 

【火災學】 

第 8題：【考生 36119提】 

1.根據 Enrique Ortega-Rivas，Pablo Juliano，Hong Yan 所著 Food Powders: 

Physical Properties, Processing, and Functionality 之 Table 12.4，列出

包括玉米等食物粉塵之爆炸指數，係依據爆炸指數=發火感度 x爆炸強度計算。 

5.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37題：【考生 36017提】 

1.根據克希荷夫定律(Kirchhoff’s law)：輻射率等於吸收率。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無誤。 

 

六、交通學系 

【道路交通法規】 

第 4題：【考生 38101提】 

1.處罰條例 35條第 4項之處分包括吊扣、銷駕照及移置車輛，故答案 A、D都對。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修正為(A)或(D)。 

第 22題：【考生 38101、38056、無名氏提】 

1.修正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CDE)修正為(BCE)。 

第 25題：【考生 38028提】 

1.自行車穿越道設置於路口並非進入路口之車道，本題之自行車道為進入路口之車

道自應列入。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E)無誤。 

第 27題：【考生 38069提】 

1.在已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雙向道路應在最外側快車道及慢車道行駛；單行道路

應在慢車道及與慢車道相鄰之快車道行駛。亦即得於兩車道上行駛，而非選項(E)

之最外側慢車道。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無誤。 

第 36題：【考生 38056提】 

1.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84條規定，疑義有理，更正答案為 BCDE。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E)更正為(BCDE)。 

第 39題：【考生無名氏提】 

1.依題意該機車為普通重型機車，故原答案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D)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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