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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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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知名《包公案》李西橋〈序〉云：「蓋虛偽百出，一斷不差，究

非理在事外，總由中無執泥，惟求真耳。故奇異之案，亦屬平常之斷，一

如明鏡當空，物自無遁形焉。」試參考以上古文思想，從執法人員（或公

職人員）角度，以「身清如水，心明如鏡」為題，寫作論文一篇。 

貳、公文題(50分)

一、何謂公文書？何謂私文書？應如何分辨？試舉例說明之。(10分) 

二、近年來員警執法常遭民眾詬病，甚至認為有過當之嫌，影響警察為人民

保母之形象。試為警政署擬乙致所屬警察機關函：籲請同仁執法應嫻熟法

令，講究技巧，堅定立場，注意態度，以遂行任務。(40分) 

警大二技刑事警察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免費下載
高見公職•警察考試圓夢諮詢中心整理
07-2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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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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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分) 

1. Simpson committed a crime. He is a         .  

(A) criminal (B) criminal investigator

(C) criminal psychologist (D) criminal lawyer

(E) criminalist

2. Keep your seat belt . The driver and all passengers in the vehicle must fasten a seat belt. 

(A) fasten (B) fastened

(C) to fasten (D) fastening

(E) from fastening

3. At trial, the witness that he'd seen two people leave the building on the night of the 

murder.

(A) tested (B) codified (C) testified (D) simplified (E) classified

4. Police announced today that the murder suspect was apprehended at his home. So, the murder

suspect has been         .

(A) released (B) arrested (C) prosecuted (D) convicted (E) extradited

5. “The fire has been brought control,” a firefighter said. 

(A) into (B) under (C) about (D) above (E) on

6. The street protest turned into . Protesters blocked the traffic and even attacked the police. 

(A) riot (B) risk (C) rise (D) rush (E) ruin

7. The traffic accident happened around 7 p.m. last night, and luckily all passengers the crash. 

No one got hurt.

(A) suspended (B) suspected (C) succeeded (D) secured (E) survived

8. Officers obtained an arrest warrant, but the suspect the arrest and refused to open the door. 

(A) assisted (B) consisted (C) insisted (D) resisted (E) persisted

9. If jurors find a defendant ______, then that person must be punished.

(A) innocent (B) transnational

(C) guilty (D) cooperative

(E) systematic

10. Paying an official to do something illegal is ________.

(A) alibi (B) bandit

(C) manslaughter (D) bribery

(E) th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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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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raffic accident happened right in front of me.

(A) There is nowhere to hide.

(B) When did the snow stop falling?

(C) When did you get our haircut?

(D) The police is chasing the suspect.

(E) Was anyone seriously injured?

12. Are your colleagues at Da-an Precinct willing to stand by you?

(A) I can take you to your destination.

(B) Yes, it was hard to stand up.

(C) Yes, they will support me all the way.

(D) You should always stand by on the side.

(E) No, they are standing up for me.

13.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your police station?

(A) I love your stationary. (B) Ten people working on the committee.

(C) No seriously harm at the station. (D) There are twenty people in the station.

(E) There are five people assigning to the house.

14. What’s the fastest way to get to a police station?

(A) It is not in that direction. (B) I think the best team will win.

(C) I can read to you. (D) Maybe taking the bus.

(E) We’re going tomorrow.

15. Can you take a look at this report for me?

(A) I’ll do it later on this afternoon. (B) I will look after my little brother.

(C) The reporter is from the newspaper. (D) I’m handling the problem.

(E) You look very healthy to me.

16. When will you depart?

(A) I’m planning a party soon. (B) She is my dancing partner.

(C) We can get going on it next month. (D) I will be back soon.

(E) I will be leaving in a few hours.

17. Traffic officer: Do you know why I pulled you over?

Driver:

(A) I’m going to have to write you a ticket. (B) I have no idea.

(C) I’m just doing my job. (D) I didn’t know about the date.

(E)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18. Dispatcher: This is Officer Raymond, How may I help you.

Caller: Sir, my husband got drunk and beat me up. I am scared and I need help.

Dispatcher: Okay, where is your emergency?

Caller: # 1219 College St.

Dispatcher: I have a patrol officer around your location. He is on the way. I need you to stay on the

line with me, okay? 

Caller: Okay. 

Question: The caller was calling to report an alleged . 

(A) gang violence (B) spousal rape

(C) sexual abuse (D) domestic violence

(E) school-bullying

警大二技刑事警察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免費下載
高見公職•警察考試圓夢諮詢中心整理
07-2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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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Detective: Albert, you said you saw the robber. We think we have the man who did it. We'd like

you to take a look and see if you can identify this guy.

Albert: Sure. I would never forget his face.

Ques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versation, Albert is a/an            .

(A) suspect (B) conspirator

(C) informant (D) lawyer

(E) eyewitness

20. Raymond: I heard that Jason has been put behind bars again.

Sherlock: Well, that’s true.

(A) Jason likes the bar around the corner.

(B) Jason passed the bar exam, and will be a lawyer soon.

(C) He has been prohibited from drinking at the bar.

(D) Jason committed crimes again and was arrested.

(E) Jason decided to work for the bar again.

三、文法：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20分) 

21. Police have identified the victim 66-year-old Karen Smith.

(A) as (B) of (C) for (D) with (E) at

22. The suspected drug dealer killed the victim. He was charged mu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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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Luckily the police arrived to catch the robbers, and the situation didn't end up worse. 

(A) sometimes (B) over time

(C) in time (D) on time

(E) at times

24. Police response times to serious crimes were last year than previous years. 

(A) fast (B) more fast

(C) faster (D) much fast

(E) the fastest

25. Mary Johnson is ______ for armed robbery. Johnson robbed a bank in New York and fled with

US$2,000,000.

(A) want (B) wanted (C) wants (D) wantly (E) wanting

26. The minor disappeared at a carnival in Montgomery Park. His parents reported him ________ an

hour ago.

(A) miss (B) missed (C) misses (D) missly (E) missing

27. He has twice been convicted ________ robbery.

(A) from (B) between (C) of (D) with (E) in

28. The police arrested her _______ drinking and driving.

(A) between (B) in (C) for (D) up (E) to

29. You will be remanded _______ custody until your trial.

(A) about (B) in (C) of (D) to (E) under

30. The judge sentenced the murderer _______ life imprisonment.

(A) in (B) on (C) over (D)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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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分) 

The body of a 30-year-old man was found late last night outside a night club. The man was 

31     as Henry Stevenson of Boston, MA. Police have not found a     32 weapon, and 

the body was apparently not discovered for several hours. “The corpse is in the morgue, and we will be 

  33     a detailed autopsy later today,” said John Thomason, Los Angeles County Coroner. “At 

this point, I can’t tell you the exact     34     of death, but I can say that the victim had multiple 

stab wounds.” Police say the     35     for this homicide is unclear and that they are waiting for  

the coroner’s report.  

31. (A) processed (B) represented (C) existed (D) identified (E) established

32. (A) murder (B) suicide (C) kill (D) cutting (E) knife

33. (A) investigating (B) conducting (C) searching (D) informing (E) claiming

34. (A) make (B) outline (C) range (D) format (E) cause

35. (A) address (B) need (C) motive (D) consent (E) contact

Identify theft is a growing concern, but it’s not 36    . The following is a list of 

preventative     37 that may save you from being another victim. 

1. If possible, leave your debit card at home and use credit instead.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resolve

38 purchases made with debit than credit. 

2. If you do decide to use debit, be aware of your 39  when using an ATM. 

3. Carry your valuables in a travel pouch. Travel pouches should be worn 40 your 

clothing for added security. 

36. (A) unaccountable (B) unavoidable (C) unacceptable (D) unambiguous (E) unappealing

37. (A) enhancements (B) synergies (C) measures (D) productions (E) combinations

38. (A) fraudulent (B) national (C) administrative (D) considerable (E) residential

39. (A) frontier (B) border (C) nationality (D) surrounding (E) forthcoming

40. (A) top (B) bottom (C) with (D) beside (E) beneath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If you do say anything,     41 you say can be used 

   42     you in a court of law. You have the right to 43     a lawyer and have that lawyer 

present during any questioning. If you cannot     44 a lawyer, one will be appointed for you if 

you so desire. If you choose to talk to the police officer, you have the right to stop the 45     at 

any time. 

41. (A) that (B) what (C) which (D) why (E) where

42. (A) for (B) at (C) to (D) against (E) by

43. (A) consult with (B) deal with (C) comply with (D) conspire with (E) keep up with

44. (A) offer (B) ask (C) afford (D) catch (E) bring

45. (A) confrontation (B) examination (C) prosecution (D) questionnaire (E)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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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閱讀測驗：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 10分) 

Ecstasy has been the drug of choice among many clubber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They think 

it’s fun, they think it’s safe, but now there’s worrying new evidence that the ecstasy craze may have 

created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people that are more vulnerable to brain disorders. New research shows 

that ecstasy damaged brain cell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movement, so-called dopamine receptors. A study 

was done by examining monkeys’ brain activities after giving the dance drug ecstasy. Monkeys were 

given a dosage of three tablets over nine hours. A normal brain is full of dopamine, but after the animals 

were given ecstasy, most of the dopamine receptors stopped working. It can damage brain dopamine 

neurons and may render the user more susceptible to developing Parkinsonism as they grow older. 

46. How long has ecstasy been the favorite drug among clubbers? 

 (A) under ten years (B) about five years 

 (C) more than ten years (D) about ten years 

 (E) more than twenty years 

47. Why do the clubbers like taking dance drug ecstasy? 

 (A) It makes them have a good time. 

 (B) It makes them stop worrying. 

 (C) It makes them laugh. 

 (D) It makes them fell worried. 

(E) It makes them love everyone around them. 

48. What link does the research make between taking ecstasy and brain disorders? 

(A) People are scared of getting brain disorders. 

(B)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get brain disorders. 

(C) A generation of people have already got brain disorders. 

(D) People have already been treating for brain disorders. 

(E) People are convinced that they have brain disorders. 

49. How can ecstasy affect movement? 

 (A) by helping dopamine receptors 

 (B) by creating dopamine receptors 

 (C) by increasing dopamine receptors 

 (D) by damaging brain cells 

 (E) by moving brain cells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be the best statement for the passage? 

(A) Ecstasy used to be a popular drug among clubbers but many have stopped taking it after some 

negative research results. 

(B) Ecstasy is an indifferent drug among clubbers and many young people are determined to take it 

despite the risks. 

(C) Scientists still have to decide if ecstasy can negatively affect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as well as 

the brain. 

(D) Research suggests that ecstasy can negatively affect the brain; however, scientists still say that 

more research needs to be done. 

(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ecstasy can negatively affect the brain and make people more likely to 

get diseases in later life. 



憲法與法學緒論1  

中央警察大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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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憲法第 8 條對人身自由作完整之規範，此在學理上稱之為何種原則？ 

 (A)國會保留        (B)憲法保留 (C)法律保留 (D)自由裁量 

2. 下列何者為憲法第 170 條所稱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 

 (A)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B)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C)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D)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3.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判決罪刑確定者，不得辦理

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是對於下列何種基本權利之限制？ 

 (A)人身自由     (B)工作權 (C)財產權 (D)請願權 

4. 公務員之懲戒由何機關掌理？ 

 (A)監察院     (B)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C)人事行政總處  (D)司法院 

5. 憲法第 172 條規定，命令與法律抵觸者無效，此在學理上稱之為何種原則？ 

 (A)法律優位    (B)法律位階 (C)正當法律程序 (D)法律效力 

6. 下列何者係國家遭遇緊急危難時由元首發布的命令？ 

 (A)法規命令        (B)授權命令 (C)執行命令 (D)緊急命令 

7. 下列何種關係可用來說明憲法與警察法的關係？ 

 (A)原則法與例外法 (B)普通法與特別法 (C)母法與子法 (D)自然法與實定法 

8. 法規範與道德、習慣、宗教等社會規範最根本的不同在於： 

 (A)內容 (B)強制力 (C)對象 (D)作用 

9. 法律對於其未施行前所發生的具體案件，原則上不得適用，此原則稱為： 

 (A)法律不溯既往原則    (B)從新原則 

 (C)後法優於前法原則  (D)禁止類推適用原則  

10. 權力分立原則主要是基於何種目的所為之設計？ 

 (A)強化國家權力    (B)實現國家權力 (C)支配國家權力 (D)制約國家權力 

11. 某乙約定為某甲做工，某甲即對某乙享有要求做工的權利，此一權利，屬於何種權利？ 

 (A)專用權     (B)受益權 (C)債權 (D)信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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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何者屬於成文法？ 

 (A)條約     (B)習慣 (C)判例 (D)法理 

13. 民法規定關於旅客之運送，因傷害或遲到而生之賠償請求權，自運送終了，或應終了之時起，

多久時間不行使而消滅？ 

 (A)二年    (B)一年 (C)六個月 (D)三個月 

14. 甲欲槍殺乙致死，但乙在送醫急救中，因發生重大車禍而亡。這種錯誤在刑法上叫做： 

 (A)客體錯誤     (B)打擊錯誤  

 (C)容許構成要件錯誤  (D)因果歷程錯誤 

15. 甲欲砍殺乙。某日，乙酒醉倒地，甲認為機不可失，遂持利刃，直入乙之要害。但事後證實，

在甲著手實施之前，乙已氣斷身亡。試問甲之刺殺行為在刑法上應如何評價？ 

 (A)客體不能   (B)主體不能 (C)手段不能 (D)工具不能 

16. 「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事項，不包括何者？ 

 (A)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        (B)不得保持緘默   

 (C)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D)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17. 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之被告經檢察官或法官釋放者，警察機關於接獲通知後，依法律規

定應立即處理的事項為何？ 

 (A)整理案件相關筆錄歸檔備查     (B)命被告定期至警察機關報到  

 (C)前往被害人居所進行實質防護 (D)通知被害人或其家庭成員 

18.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66 號解釋，認為「社會秩序維護法」就意圖得利與人姦、宿者，處三日

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之規定，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二年屆滿時失效。該解

釋認為前開法條主要違反何種原則？ 

 (A)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B)平等原則 

 (C)比例原則  (D)法律保留原則 

19. 憲法增修條文關於考試院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考試院掌理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養老 

 (B)考試院設考試委員 29 人，須超出黨派，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C)考試院掌理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D)考試院考試委員出缺時，繼任人員之任期應重新計算 

20. 憲法第 22 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

障」。下列何者非屬本條規定所保障之權利？ 

 (A)收養子女之權利 (B)生存權 (C)隱私權 (D)性行為自由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由於區別標準不同，法律可作種種不同分類，然同一法律往往具有多種性質，以民法而言，可

同時屬於何種法律類別？ 

 (A)原則法  (B)私法 

 (C)實體法  (D)普通法 

 (E)兼有強行法與任意法 

22. 「行政程序法」規定人民得向主管機關陳情的事項包括： 

 (A)行政調查之參與    (B)行政興革之建議 

 (C)行政法令之查詢  (D)行政違失之舉發 

 (E)行政上權益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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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行政行為應符合比例原則，其意涵包括下列何者？

(A)採取之方法應注意其支出成本與預算

(B)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C)採取之方法不得造成損害

(D)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E)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24.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法規廢止之事由？

(A)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

(B)法規因有關法規之廢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施行之必要者

(C)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

(D)裁罰基準於個案中被法院拒絕適用者

(E)機關裁併，有關法規無保留之必要者

25. 我國刑法對於死刑與無期徒刑之加重與減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死刑不得加重 (B)死刑減輕者，為無期徒刑

(C)無期徒刑加重者為死刑 (D)無期徒刑不得加重

(E)無期徒刑減輕者為 20 年以下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26. 自首制度的用意在獎勵犯人悔過自新，並使偵查機關容易明瞭犯罪的真相，不致牽連無辜。下

列何者合於自首要件？

(A)在犯罪未發覺前為之 (B)在犯罪發覺後為之

(C)告知自己所為的犯罪行為 (D)告知所知悉的他人犯罪行為

(E)向有偵查權之機關或該管公務員為之

27. 依據「地方制度法」規定，縣(市)議會之職權包括下列何者？

(A)議決縣(市)規章 (B)議決縣(市)預算

(C)議決縣(市)人事 (D)接受人民請願

(E)審議縣(市)決算之審核報告

28. 下列何者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事項？

(A)預算 (B)租稅

(C)薪俸及人事 (D)憲法修正案之複決

(E)立法原則之創制

29. 下列何者為憲法本文或增修條文訂有應特別保障其政治參與或選舉保障名額？

(A)婦女 (B)勞工

(C)原住民 (D)軍人

(E)僑居國外國民

30. 近來關於「軍公教年金改革」的政策討論中，常有提及「信賴保護原則」。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 525 號解釋「信賴保護原則」，認為因公益之必要廢止法規或修改內容致人民客觀上具體表

現其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應採取何種措施以保障人民權利？

(A)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 (B)召開國是會議

(C)與受侵害人民和解 (D)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

(E)舉行公聽會

31. 下列何者係監察院監察委員可行使彈劾權之對象？

(A)總統 (B)縣(市)長

(C)立法委員 (D)交通部長

(E)縣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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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下列有關遷徙自由與人身自由權保障之敘述，何者正確？

(A)對於經許可合法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已逾停留或居留期限，得不待其申辯，逕行強制出境

(B)外國人入境本國，因非本國國民，不受我國憲法遷徙自由與人身自由權之保障

(C)「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有關強制大陸地區人民出境前暫予收容之規定，應

限於非暫予收容顯難強制出境者

(D)暫予收容之規定應有合理之期間限制，與比例原則有關

(E)暫予收容應給予司法救濟之機會，與正當法律程序有關

33. 下列何者關於所掌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A)考試院 (B)最高法院

(C)縣、市政府 (D)司法院

(E)監察院

34. 下列何者為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

(A)審理司法院統一解釋法律之案件 (B)審議總統之罷免案

(C)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案件 (D)審理總統選舉無效之案件

(E)審理總統之彈劾案

35. 有關特別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貪污治罪條例是刑法的特別法 (B)刑事訴訟法是刑法的特別法

(C)訴願法是行政訴訟法的特別法 (D)行政訴訟法是行政程序法的特別法

(E)票據法是民法的特別法

36. 一般而言，習慣要成為法規範，必須具備哪些條件？

(A)屬法律已經規定之事項 (B)於一定期間內，就同一事項，反覆為同一行為

(C)關於公共之事項 (D)不違背公序良俗

(E)關於法律所未規定之事項

37. 下列有關實體法與程序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程序法修正後，原則上適用新法而不適用舊法

(B)規定法律關係之實體內容者為實體法

(C)規定權利義務之發生、變更、消滅等事項者為實體法

(D)為實現實體權利義務關係所作的具體規定，為實體法

(E)規定權利義務之行使、保全、強制等事項者為程序法

38. 下列何者為有權解釋？

(A)判決中對法律的解釋

(B)法官在其所出版之法學著作中對法律的解釋

(C)刑法規定「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

(D)行政機關執行法令時對該法令所為之解釋

(E)個別大法官對憲法所做的解釋

39. 有關法律適用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適用法律之涵攝過程是運用邏輯學上的三段論法

(B)適用法律是以規範為大前提

(C)適用法律是以事實為小前提

(D)適用法律必須先將法律解釋清楚

(E)適用法律必須先將事實調查清楚

40. 法院在審理案件適用法律時，應受下列何種原則之拘束？

(A)積極主動 (B)消極被動

(C)獨立審判 (D)不得拒絕適用法律

(E)服從上級法院之指揮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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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6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刑事警察學系、水上警察學系 

科目：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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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80 題空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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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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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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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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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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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6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下列何罪無處罰預備犯？

(A)殺人罪 (B)海盜罪 (C)強盜罪 (D)擄人勒贖罪

2. 下列何者非屬加重強制性交罪的加重條件？

(A)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B)利用駕駛自用運輸交通工具機會犯之者

(C)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D)侵入有人居住之建築物內犯之者

3. 關於累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受有罪之宣告，五年以內再犯罪者

(B)受刑罰之執行完畢，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

(C)受徒刑之執行完畢，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

(D)受徒刑之執行完畢，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

4. 甲觸犯殺人罪，為了逃避刑責，乃央求其女友乙在檢察官偵查時，幫忙作偽證，乙允諾之。隨

後乙在檢察官偵訊時經具結後，果然作了虛偽陳述。依實務見解，關於偽證部分，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甲乙成立偽證罪之共同正犯

(B)甲成立偽證罪，乙成立偽證罪之幫助犯

 (C)乙成立偽證罪，甲成立偽證罪之教唆犯

(D)乙成立偽證罪，甲無罪

5. 電腦工程師甲為了牟取不法利益，偽造捷運悠遊卡上百張，準備販售給他人。問甲之行為應依

下列何罪論處？

(A)刑法第 201 條偽造有價證券罪

(B)刑法第 201 條之 1 偽造作為支付工具之電磁記錄罪

(C)刑法第 203 條偽造往來客票罪

(D)刑法第 210 條偽造私文書罪

6. 刑法第 2 條第 1 項：「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

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規定係屬下列何種原則？

(A)從舊原則 (B)從新原則 (C)從舊從輕原則 (D)從新從輕原則

警大二技刑事警察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免費下載
高見公職•警察考試圓夢諮詢中心整理
07-2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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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甲同時以乙之名義偽造三張乙所簽發的支票，依實務見解，甲應如何論罪？

(A)成立一個偽造有價證券罪

(B)成立三個偽造有價證券罪，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

(C)成立三個偽造有價證券罪，依實質競合，數罪併罰

(D)成立三個偽造有價證券罪，依法律競合，以一罪論

8. 甲開車尋找停車位，見有一停車格，正要倒車入格停車時，卻見乙女突然站在該停車格內先行

占位，但甲不理睬此情況，仍繼續倒車，逼使乙女因害怕被撞而讓出該停車位。依實務見解，

甲之行為成立何罪？

(A)強制罪 (B)剝奪行動自由罪 (C)危險駕駛罪 (D)無罪

9. 甲想殺害 A，叫乙幫其購買行兇用之西瓜刀一把，乙將購得西瓜刀交予甲，甲前往犯罪地途中，

為警查獲。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論以預備殺人罪，乙成立預備殺人罪幫助犯

(B)甲、乙二人論以共同預備殺人罪

(C)甲論以預備殺人罪，乙論以殺人罪幫助犯

(D)甲論以預備殺人罪，乙無罪

10. T 市府承辦某公共工程招標事項的公務員甲，為了協助其子乙所入股的某建設公司得標，將該

工程之底標金額告知乙，再由乙轉知該公司董事長丙，惟丙後來基於諸多因素考量，並未參與

投標。問甲之行為應如何論處？

(A)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與圖利既遂罪，兩者想像競合

(B)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與圖利未遂罪，兩者想像競合

(C)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與圖利未遂罪，兩者數罪併罰

(D)僅成立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11. 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但被告所在不明者，應如何處理？

(A)不得提起公訴 (B)得不提起公訴 (C)應為不起訴處分 (D)應提起公訴

12. 同一案件臺北地方法院在 3 月 12 日訴訟繫屬，5 月 11 日判決，5 月 30 日判決確定；桃園地

方法院在 3 月 19 日訴訟繫屬，4 月 20 日判決，5 月 9 日判決確定。分別為有罪判決確定後，

發現一案兩判，關於救濟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應對臺北地方法院之判決提起非常上訴，改判免訴判決

(B)應對臺北地方法院之判決提起非常上訴，改判不受理判決

(C)應對桃園地方法院之判決提起上訴，改判免訴判決

(D)應對桃園地方法院之判決提起非常上訴，改判不受理判決

13. 警察甲受理民眾乙持驗傷單報案，聲稱其被丙毆傷，並稱有證人丁在場目睹，表示要提出告訴。

警察甲為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對於證人丁得採取下列何種作為？

(A)使用到場詢問通知書通知丁到場

(B)告知丁如不到場得逕行拘提

(C)丁到場接受詢問應命具結

(D)如丁恐因自陷於罪而拒絕證言時，應命釋明

14. 檢察官認甲涉犯強盜罪，因而傳喚其訊問。經訊問後，檢察官認為甲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羈押

之必要，故當庭逮捕，向法院聲請羈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非現行犯，亦非通緝犯，不得逮捕之，檢察官所為之逮捕違法，故法院不得裁定羈押

(B)法院羈押與否之決定，非屬判決，故得視案件之繁複程度，以書面或言詞方式審理之

(C)法院訊問甲後，認為其犯罪嫌疑重大，所犯為 5 年有期徒刑以上之重罪，即得裁定羈押

(D)縱使法院認為甲涉犯強盜罪犯罪嫌疑重大，仍應有相當理由足認其有逃亡、湮滅、偽造、變

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執行者，始得予以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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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甲駕車於公路競速，因不熟悉路況撞傷乙。本案移送地檢署後，檢察官以甲與乙皆同意由甲參

加道路交通安全宣傳活動，並賠償乙二十萬元，對甲作成緩起訴處分，期間一年。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若檢察官未調閱路口監視器，確認甲撞傷乙，則緩起訴不合法

(B)若乙事後認為二十萬元賠償金太少，可以提起再議與自訴

(C)若甲認為乙有過失，於緩起訴期間屆滿前，不得聲請撤銷原處分

(D)若甲於緩起訴期間拒絕參與宣傳活動，檢察官於期間屆滿前，得撤銷緩起訴處分

16. 下列何者得以非律師擔任之？

(A)自訴代理人 (B)告訴代理人 (C)偵查中辯護人 (D)第三審辯護人

17. 關於控訴原則（彈劾主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即不告不理原則

(B)呈現三面關係的訴訟構造

(C)為當事人主義之特性，職權主義則欠缺之

(D)法院審理之被告與犯罪事實，以經檢察官起訴者為限

18. 關於「褫奪公權」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剝奪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之資格

(B)剝奪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C)剝奪為公務員之資格

(D)褫奪公權為從刑

19. 羈押之被告，有下列何種情形，具保聲請停止羈押時，不得駁回？

(A)所犯為竊盜罪 (B)懷胎三月

(C)生產後正做月子中 (D)正染上感冒中

20. 警察執行拘捕時，下列何者須申請拘票？

(A)通緝犯之逮捕 (B)逕行拘提 (C)現行犯之逮捕 (D)緊急逮（拘）捕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下列何種情形適用我國刑法？

(A)印尼漁工在我國國籍漁船上殺死越南漁工

(B)我國國民在荷蘭抽大麻

(C)我國國民在肯亞犯刑法第 339 條之 4 電信詐欺罪

(D)我國國民在美國被美國人殺死

(E)我國國民在美國殺死美國人

22. 甲入監服刑，經假釋出獄，於何種情形下，其假釋應被撤銷？

(A)甲於假釋中犯傷害罪，於假釋剛期滿後，受有期徒刑 1 年之宣告確定

(B)甲於假釋期滿後犯殺人罪，受無期徒刑之宣告確定

(C)甲於假釋中犯殺人罪，於假釋期滿前，受無期徒刑之宣告確定

(D)甲於假釋中駕車不慎撞死人，受有期徒刑 1 年之宣告確定

(E)甲於假釋中犯傷害罪，假釋期滿後 4 年，受有期徒刑 1 年之宣告確定

23. 下列何者得單獨宣告沒收？

(A)犯罪行為人因疾病不能到庭接受審判者，其犯罪所得

(B)犯罪行為人逃亡外國者，其犯罪所得

(C)犯罪行為人已死亡者，其犯罪所用之物

(D)犯罪行為人不明者，其犯罪所生之物

(E)對於犯罪行為人無審判權者，其犯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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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實務見解，下列何者成立幫助犯？

(A)教唆教唆犯 (B)幫助教唆犯

(C)教唆幫助犯 (D)幫助幫助犯

(E)便利犯人脫逃者

25. 下列何者屬於障礙未遂（普通未遂犯）？

(A)公務員甲向商家索賄不成

(B)乙潑灑汽油正要點火燒燬他人房屋，但尚未引燃，即被人制止

(C)丙誣告他人犯罪，卻被法官審理時查明，誣告不成

(D)丁要開槍射殺他人，卻忘了裝填子彈，射殺不成

(E)戊丟擲石頭要砸毀某公寓四樓住家的玻璃窗戶，但因力氣太小而砸毀不成

26. 幫派老大甲殺死 A，而後唆使其小弟乙出面頂罪，乙隨即向警方投案，虛偽陳述其殺死 A。依

實務見解，甲、乙各成立哪些犯罪？

(A)乙成立頂替罪 (B)乙成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C)甲成立頂替罪之教唆犯 (D)甲成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教唆犯

(E)甲成立殺人罪

27. 刑法第 329 條：「竊盜或搶奪，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者，

以強盜論」，其中「竊盜或搶奪」，依實務見解，包括下列哪幾種情形？

(A)竊盜既遂 (B)搶奪既遂

(C)竊盜未遂 (D)搶奪未遂

(E)預備搶奪

28. 下列何種罪名於受緩刑宣告時，應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

(A)刑法第 221 條強制性交罪 (B)刑法第 230 條血親性交罪

(C)刑法第 231 條圖利使人性交罪 (D)刑法第 234 條公然猥褻罪

(E)刑法第 348 條第 2 項第 1 款擄人勒贖強制性交罪

29. 甲想殺其叔叔 A，向不知情之乙借得西瓜刀一把，持刀找尋 A 下手，結果天色灰暗，誤認其

父 B 為 A，而將 B 殺死。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誤 B 為 A 而殺之，成立殺人未遂及過失致死罪，依想像競合從重處斷

(B)甲誤 B 為 A 而殺之，甲成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C)甲誤 B 為 A 而殺之，甲成立普通殺人罪

(D)乙雖不知其所為係幫助，仍應依甲所成立之罪，論以幫助犯

(E)西瓜刀雖屬犯罪工具，但非甲之所有，不得宣告沒收

30. 已婚補習班名師甲，與其班上女學生乙（15 歲、未婚）發展師生戀，發生性行為。依實務見

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分別成立刑法第 239 條通姦罪及刑法第 227 條與少年性交罪，二罪想像競合

(B)因雙方是合意之性行為，甲僅成立刑法第 239 條通姦罪

(C)乙成立相姦罪，得減輕其刑

(D)乙不成立相姦罪

(E)通姦罪只有甲之配偶可以提出之告訴

31. 下列何種情形，桃園地方法院有管轄權？

(A)住在台北的 A 在板橋火車站刺傷住在桃園的 B

(B)住在桃園的 C 在台北西門町竊取住在基隆的 D 之皮夾

(C)泰國人 F 在新竹殺死住在苗栗的 G，而後棄屍於桃園虎頭山

(D)日本人 H 於抵達桃園機場的新加坡航空飛機上對新加坡空服員 I 強制猥褻

(E)住在桃園的台灣人 J 在韓國殺死韓國人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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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關於告訴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犯罪之被害人，包括間接被害人，皆具有告訴權

(B)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具有獨立告訴權

(C)通姦罪僅配偶具有專屬告訴權

(D)非因過失遲誤告訴之期間，於其原因消滅後五日內，得聲請回復原狀

(E)告訴乃論之罪，無得為告訴之人時，利害關係人得向法院聲請指定代行告訴人

33. 關於扣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所有附隨於搜索之扣押，必須要有搜索票才可執行

(B)非附隨於搜索之同意扣押，無須法官裁定

(C)非附隨於搜索之得為證據之物之扣押，無須法官裁定

(D)同時得為證據及得沒收之物之扣押，須經法官裁定

(E)偵查中司法警察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有保全證據必要時，得逕行扣押

34. 下列何者為告訴乃論或請求乃論之罪？

(A)妨害自由之略誘罪 (B)妨害家庭之略誘罪

(C)誹謗罪 (D)侮辱公務員罪

(E)侮辱外國國旗罪

35. 關於刑事訴訟程序之「夜間或深夜」，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檢察官可於夜間訊問被告

(B)假釋人之住居於夜間得持搜索票入內搜索

(C)有人住居之住宅，有急迫情形時，得於夜間入內搜索

(D)羈押庭審理至深夜仍未完畢，被告得請求法院於翌日日間訊問

(E)深夜始受理羈押聲請者，經被告明示同意，始可進行羈押庭審理

36. 關於刑事訴訟程序之「同意」，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執行同意搜索時，應先告知受搜索人得拒絶搜索，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同意

(B)執行同意扣押時，應先告知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得拒絶扣押，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同意

(C)未經具結之證言，經被告同意後，亦得作為證據

(D)司法警察於夜間詢問犯罪嫌疑人時，須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始可進行

(E)同意傳聞證據作為證據，必須該傳聞證據未具備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至第 159 條之 4

所定情形

37.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37 號解釋，有關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於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之閱

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基於憲法第 8 條及第 16 條人身自由及公平審判應予保障之意旨，對人身自由之剝奪應遵循

正當法律程序

(B)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應以適當方式及時使犯罪嫌疑人獲知檢察官據以聲請羈押之理由

(C)有事實足認有勾串證人者，得予以限制或禁止之

(D)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他人之生命、身體之虞者，得予以限制或禁止之

(E)獲知聲請羈押之有關證據之方式，應以檢閱卷證並抄錄或攝影為必要

38. 關於緩起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得為緩起訴處分之犯罪係以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為限

(B)緩起訴期間為一年以上三年以下

(C)追訴權之時效，於緩起訴之期間內，繼續進行

(D)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向社會大眾道歉

(E)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經提起公訴者，檢察官得撤銷緩起訴

處分，繼續偵查或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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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在刑事訴訟中之犯罪偵查階段扮演重要角色，下列何者正確？

(A)起訴前，選任辯護人之委任書狀應提出於司法警察官

(B)無偵查犯罪權限之人逮捕現行犯，應即送交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C)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

(D)告訴、告發或自首，應以書狀或言詞向司法警察官為之

(E)司法警察於偵查中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有立即扣押之必要時，得逕行扣押

40. 關於證人之權利與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證人經合法傳喚，有到場作證之義務

(B)十五歲之證人作證時有具結之義務

(C)證人為被告之配偶，得拒絶證言

(D)證人得請求日費與旅費

(E)會計師因業務所知悉他人秘密之事項受訊問者，除經本人允許者外，得拒絕證言

警大二技刑事警察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免費下載
高見公職•警察考試圓夢諮詢中心整理
07-2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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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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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今年年初市面上出現一款酒精飲料，經檢測後懷疑含有γ-羥基丁酸，依據此藥物對人類生理

影響應屬下列何種藥物？

(A)麻醉藥品 (B)覺醒劑 (C)幻覺劑 (D)鎮靜劑

2. 當各單位查獲涉及槍擊案件之槍枝時，為重建現場必須確認槍枝曾經為何人持有，哪一個採證

順序較能完成槍枝鑑驗的情形下又不會影響指紋及 DNA 的採取？ ○1 槍枝鑑定 ○2 DNA 採集

○3 槍枝檢視 ○4 指紋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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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使用偵訊輔助娃娃（anatomically correct doll）輔助兒童性侵害被害人說明被性侵害過程，係屬

下列何種證據類型？

(A)情況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 (B)言詞證據（testimonial evidence）

(C)痕跡證據（trace evidence） (D)示意證據（demonstrative evidence）

4. 最早用來激發指紋螢光特性的光源為何？

(A)鹵素燈 (B)氙弧燈 (C)雷射 (D)氤氣燈

5. 根據心理學家 Elizabeth Loftus 等人之研究，武器焦點效應（weapon focus effect）主要是在目

擊者記憶之哪一個階段造成影響？

(A)編碼（encoding）階段 (B)儲存（storage）階段

(C)提取（retrieval）階段 (D)供述（disclosure）階段

6. 交通事故中，車輛的方向燈或大燈打開與否，屬下列何種證物？

(A)狀態性物證 (B)態樣性物證 (C)暫時性物證 (D)移轉性物證

7. 警察機關偵查刑案，下列何種情形不得函送管轄法院或檢察署？

(A)告訴乃論案件，經撤回告訴

(B)告訴權人已向檢察官告訴者

(C)證據證明力薄弱或行為事實是否構成犯罪顯有疑義者

(D)全案經調查完畢，認有犯罪嫌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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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關我國國民假冒檢察官之境外電話詐騙犯罪集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觸犯法條為我國刑法第 394 條普通詐欺罪

(B)若該集團犯罪行為過程皆在國外，且被害人亦非國人，仍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C)符合我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定義之犯罪組織

(D)國外偵查人員製作之被害人筆錄並無傳聞法則之適用

9. 哪個單位負責建置通訊監察管理系統，供監督通訊監察之用？

(A)司法院 (B)最高法院 (C)臺灣高等法院 (D)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 被害人甲設籍高雄市，目前居住於臺南市，某日收到詐騙集團電話指稱網路購物分期付款有

誤，請甲由其在臺南市開立之銀行依序分次匯出新臺幣 10 萬元至詐騙集團分設在基隆市、臺

北市、新北市之人頭帳戶，請問本案之管轄應屬何縣市所在分局偵查隊偵辦？

(A) 高雄市 (B)臺南市 (C)基隆市 (D)臺北市

11. 電腦犯罪案件電腦鑑識，當重大特殊案件之電腦證物遭毀損、刪除、格式化或經加密無法解讀，

由哪個單位負責鑑識？

(A)刑事局刑事鑑識中心鑑識科 (B)刑事局偵查第九大隊

(C)刑事局刑事資訊科 (D)刑事局科技犯罪防制中心

12. 嫌疑人站在汽車修理廠某定點處與警方發生槍戰，最後並任意將槍枝往警方未注意的方向拋

去，若此時現場僅有兩名警力，一名負責控制嫌疑人，另一名員警採取何種方式的蒐證法，尋

找彈殼與槍枝最為適當？

(A)分區式（zone）  (B)線條式（line） (C)螺旋式（spiral） (D)格狀式（grid）

13. 針對某一匿名信件進行犯罪心理描繪時，下列何者是描繪人員最不須關切之事項？

(A)使用的語文與書寫型態（linguistic pattern）

(B)信件所要傳達的真正意思

(C)作者的人格特質

(D)作者的心智模式（frame of mind）

14. 媒體關係屬犯罪現場管理中的哪一部分？

(A)人力管理 (B)資料庫管理 (C)後勤管理 (D)技術與設備管理

15. 有關新修訂刑事訴訟法沒收與扣押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沒收與犯罪有密切關係之財產，已不以被告所有者為限

(B)沒收已非附隨本案有罪定罪裁判，具有獨立性之法律效果

(C)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

(D)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且非得為證據之物，偵查人員得違反受扣押標的權利人，實施保全

扣押

16. 在夜間能夠拍攝廣大區域的犯罪現場，可用何種技術使能達到正確曝光的效果？

(A)前簾同步 (B)噴(漆)光法 (C)強制閃光 (D)頻閃

17. 甲持偽造新臺幣壹仟元到便利商店付款，遭到店家發現報警前往處理，員警初步研究係屬行使

偽造新臺幣案件，下列處理何者最不適當？

(A)若甲收受後方知為偽造之新臺幣而仍行使，應依違反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二項辦理

(B)我國鑑定偽造國（新臺）幣機關為中央銀行發行局

(C)若難認定甲係明知為偽鈔而行使之，因不涉及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之明知要件，故僅須將

處理情形填寫於工作紀錄簿，無須製作筆錄

(D)受理員警應詢問甲偽鈔來源、收受及行使時間、地點等，以作為日後同一嫌疑人或與嫌疑

人同夥者再次行使時得以按圖索驥，判明行為人是否明知偽鈔而行使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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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以合金鋼而言，下列何種打印字跡重現技術的半顯現磨除率 RD50最大？

(A)磁粒法 (B)電解法 (C)熱處理法 (D)超音波氣穴蝕刻法

19. 在執行搜索時，現場如果發現有丙酮、雙氧水及強酸等藥劑時，可能是合成何種化合物？

(A)MDMA (B)LSD (C)TATP (D)TNT

20. 警方經跟監犯嫌後，已發現甲、乙、丙可疑據點，請問下列何種方式可最精確研判嫌疑人真正

居住處所？

(A)調閱犯嫌各類帳單寄送地址

(B)分析犯嫌通聯紀錄

(C)透過內政部警政署金融電信聯防平臺調閱犯嫌警示帳戶

(D)調閱戶役政系統戶籍資料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有關指紋採證與比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汗孔分泌之分泌物中水分佔 98.5%

(B)寧海德林試劑常用在紙張潛伏指紋的顯現

(C)當紙張上有深色的印刷時，可改用指紋螢光試劑 1,2-茚二酮

(D) 1,2-茚二酮主要是跟汗孔分泌物中的氨基酸進行反應

(E)臺灣現行規定兩枚指紋要有 15 個特徵點相符才能鑑定為相同

22. 刑事警察人員必須儘可能蒐集現場物證，以下有關性侵害案件現場處理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使用多波域光源搜尋精液斑時，最好是在暗室，若使用紫外光進行搜尋時，盡可能戴上抗

UV 的護目鏡

(B) ACP 檢測試劑的標的物是精液裡的蛋白質 P30

(C) ACP 檢測試劑呈現弱陽性時，不能夠詮釋為有精液的存在

(D)執行採樣時應優先採取血液樣本，其次為唾液樣本，再其次為毛髮樣本

(E)性侵害犯罪案件屬告訴乃論者，尚未提出告訴或自訴時，將證物移送犯罪發生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保管，除未能知悉犯罪嫌疑人外，證物保管六個月後得逕行銷毀

23. 大型運動賽事對於隱藏爆裂物的偵測可以使用何種技術？

(A)離子移動力圖譜法 (B)電子捕獲偵測器

(C)X 射線檢測技術 (D)中子/γ射線光譜檢測技術

(E)警犬

24. 下列何者可用作辨識借屍還魂車輛之特徵？

(A)車體是否有前後焊接接合狀況

(B)前後輪之輪胎框出自不同廠牌及年份

(C)車子出廠年月在安全帶出廠年月之前

(D)判斷車身防盜條碼或微粒有無被變動或毀損之情形

(E)車身號碼有無遭到磨滅或變造

25. 有關住宅竊盜案件擴大偵查之敘述，下列何者不適當？

(A)住宅竊盜犯具常習性傾向，偵辦時應留意清查其他可能的連結案件

(B)為發現其他未破案件之關聯性，除檢視被害人筆錄等文件外，應儘可能親自前往相似手法

的犯罪現場實地查看

(C)應儘快針對嫌疑人或女友等住處發動搜索，以利發現其他案件的相關事證

(D)因住宅竊盜慣犯已多次接受警方偵查與詢問，難以取得優勢位置突破心防，故偵查人員在

詢問前無須瞭解嫌疑人人格特質與癖好等資訊

(E)針對缺乏直接物證之案件，詢問初期偵查人員應直接將所有掌握相關事證展示給嫌疑人觀

看，再由其解釋一一指出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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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關偵查中辯護人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嫌疑人選任辯護人以具有律師身分者為限，其登記執業縣市不拘 

 (B)每一位嫌疑人選任辯護人人數最多三人 

 (C)辯護人與偵查中受拘提或逮捕之犯罪嫌疑人接見或互通書信，不得限制之 

 (D)辯護人與偵查中受拘提或逮捕之犯罪嫌疑人接見時間不得逾一小時，且以一次為限 

 (E)檢察官遇有急迫情形且具正當理由時，得暫緩辯護人與偵查中受拘提或逮捕之犯罪嫌疑人

接見及互通書信 

27. 為管理具高價值的財物，會在每個器具上打印序號並登記存檔。以竊車集團為例，為避免警方

追溯車輛或引擎來源會磨除打印字跡，因此毀損之打印字跡的重現技術對於追緝犯罪相當重

要，有關此技術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目前的毀損打印字跡的重現技術包含金屬材質與塑膠材料 

 (B)磨除率的定義是號碼打造深度除以磨除厚度 

 (C)目前顯現的方法均是利用打印影響的區域與其周邊區域的性質差異 

 (D)打印字跡位置下方的區域破壞變形最嚴重 

 (E)打印字跡下方硬度降低及活性增加 

28. 國內外時有發生使用毒物犯案的刑事案件，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2016 年台南市嘉南藥理大學男同學為控制女同學，使用沾有甲醛的布摀住其口鼻 

 (B)2011 年南投縣發生四死命案嫌犯在米酒中添加二氯乙醇致四人死亡 

 (C)2017 年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兄長金正男於吉隆坡機場被 2 名女子使用沙林毒劑刺殺 

 (D)2014 年慈濟醫院院內醫護發生鉈金屬中毒案件 

 (E)2013 年新北市發生伯母在女嬰的奶粉中添加食鹽，造成其死亡 

29. 指紋可分為三大類 8 大紋型，下列五種紋型中哪一種屬於斗型類？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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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在偏遠樹林發現一具女性全裸屍體，其胸部有數道謹慎的切痕並且劃過乳頭（生前傷）。在現

場未發現任何血跡，亦無衣物、凶器等。被害者的手腕有遭到綑綁的擦傷痕跡，但是現場也未

發現任何繩子。最近輪胎印約在離屍體 10 公尺處的泥地上。由上述資訊，作出下列推論何者

適當？ 

 (A)本現場為第二現場 

 (B)犯罪人應該有二人以上 

 (C)被害人在死亡前曾遭到綑綁控制 

 (D)此犯罪手法屬於無組織型（disorganized）犯罪 

 (E)犯罪人謹慎地切痕胸部，有折磨、虐待被害人的意圖 

31. 依「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規定，案件在偵查中，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經審酌公共利益之維護

或合法權益之保護，認有必要時，得適度公開或揭露之範圍，下列何者正確？ 

 (A)現行犯或準現行犯，已經逮捕，其犯罪事實查證明確 

 (B)為避免媒體報導與偵查案件事實不符，應先主動提供案件偵辦內容，但應注意個人隱私的

保護 

 (C)對於現時難以取得或調查之證據，為取得犯罪事證之必要，請求社會大眾協助提供證據或

資訊 

 (D)偵辦之案件，依據共犯或有關告訴人、告發人、被害人、證人之陳述及物證，足認行為人

涉嫌犯罪，對於偵查已無妨礙 

 (E)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依據查證，足認為犯罪嫌疑人，而有告知民眾注意防範

或有籲請民眾協助指認之必要時，得發布犯罪嫌疑人聲音、面貌之圖畫、相片、影像或其

他類似之訊息資料 

32. 有關跟蹤、監視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跟蹤乃偵查人員為達成偵查犯罪任務，對特定之人或物等偵查對象所作的一種秘密而持續

的觀察活動，目的在瞭解對象之活動情形，並防止其逃亡及湮滅證據 

 (B)監視為偵查人員為達成偵查犯罪任務，對特定之人、事、地、物等對象實施秘密而持續的

觀察，目的在發現犯罪嫌疑人之不法行為，並掌握可能犯罪之證據及共犯等 

 (C)被跟蹤對象突然進入建築物，經由另一出口或後門溜走，誤導並發覺執行人員跟蹤時，執

行人員應假裝若無其事，繼續跟蹤 

 (D)發現對象脫蹤時，應立即將脫蹤之時、地、情況等報告負責之指揮官 

 (E)監視工作不能中斷，所見所聞均應隨時記錄 

33. 拍攝現場鞋印供鑑定比對用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放置比例尺前後均必須拍攝 

 (B)相機的感光元件必須與拍攝物體表面平行  

 (C)彩色底片比黑白底片提供較大的對比 

 (D)ISO 值越高越好 

 (E)要使用斜光光源 

34. 甲基安非他命三階段法會使用下列何種化學品？ 

 (A)氨氣 (B)鈀金屬 

 (C)鈉金屬  (D)亞硫醯氯 

 (E)磷 

35. 有關火炸藥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高爆藥與低爆藥的區分為活化能 

 (B)一級高爆藥與二級高爆藥的區分在於爆速的差異 

 (C)改良式格里斯試劑反應的標的為亞硝酸根  

 (D)格里斯試劑與改良式格里斯試劑最大的差異在試劑的靈敏度 

 (E)近紅外光的檢測可顯示深色衣物上的射擊殘跡分布 



犯罪偵查學6 

36. 資料管理是犯罪現場管理的其中一環，資料來源包括被害者、證人、犯罪現場、嫌犯、特徵資

料庫及紀錄資料庫，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被害者資料的背景調查至少應回溯自案發前 48 小時

(B)我國無名屍 DNA 資料庫由刑事警察局生物科負責建檔及管理

(C)我國彈殼及彈頭資料庫由刑事局鑑識科負責建檔及管理

(D)我國指掌紋資料庫由刑事局指紋科負責建檔及管理

(E)我國現場鞋印資料庫則由各縣市自行建檔及管理

37. 有關虛偽自白（false confession）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除非是精神錯亂的嫌疑人，否則不會在未受到偵查人員提問或壓力的情況下作出虛偽自白

(B)犯罪嫌疑人可能受到外在指示的引導，將真實與虛構記憶相互混淆，進而虛構記憶作出虛

偽自白，並且相信自己曾作過該犯罪行為

(C)脆弱性是導致虛偽自白的原因之一，其指對於特定偵查策略及情境，容易被誘導或說服的

個人因素，包含人格特質、年齡、智能、精神疾病等

(D)某些心理說服技術操弄嫌疑人知覺（Perceptions）及判斷（Reasoning），有導致虛偽自白的

風險

(E)具任意性之自白，一定具有信用性，因此無須另外檢視自白的信用性

38. 為確保自白之任意性，下列哪些警詢行為是絕對被禁止，所取得之自白證據絕對被排除？

(A)將嫌疑人載上手銬進行詢問

(B)夜間詢問

(C)使用強暴脅迫方式詢問

(D)單一員警進行詢問

(E)未依被告陳述製作筆錄，致其與錄音或錄影內容不符

39. 下列哪些犯罪類型通常具有共同普遍犯罪動機（universal motive），犯罪人與被害人較無關聯？

(A)竊盜

(B)搶奪

(C)家暴

(D)傷害攻擊

(E)謀殺

40. 有關行為分析訪談技術（Behaviour Analysis Interview Technique）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行為分析訪談技術是由一組問題組成，其目的在於誘發嫌疑人的口語及非口語反應，以判

斷嫌疑人涉入調查案件的程度

(B)當被問及是否知道此次詢問的目的時，無辜者通常較為具體與直接回答；有罪者則傾向使

用模糊的字句帶過

(C)當被問及是否可以排除何人犯案時，無辜者通常不會提供具體人名，而有罪者則會具體描

述人名，讓偵查人員將注意力轉移至此人

(D)當被問及對本次詢問的感受時，無辜者通常會表現出不滿為何被調查，有罪者則會表現出

對本次詢問的接受與瞭解

(E)當被問及若此人被發現後將要承受哪些後果時，無辜者通常會直接建議給予適當的處罰，

有罪者則傾向不願意提出具體建議

警大二技刑事警察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免費下載
高見公職•警察考試圓夢諮詢中心整理
07-2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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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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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刑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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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為搶銀行之用，趁巡邏員警於巡邏箱簽名之際，出其不意搶奪其配槍得逞。翌日於前往犯罪

途中，遭警臨檢盤查而起出該槍枝。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規定，甲之行為應如何論處？

(A)依該條例第 7 條第 1 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B)依該條例第 7 條第 2 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C)依該條例第 7 條第 3 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D)依該條例第 7 條第 5 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2. 依實務見解，下列行為何者不屬於製造行為（成品均有殺傷力）？

(A)自服役兵工廠竊取原料，依網路上所載方法完成可發射子彈之手槍

(B)將單發步槍改造成自動步槍

(C)改造軍方已報廢之手槍

(D)將模擬槍之阻鐵取出

3. 為偵辦跨國性毒品犯罪，何種等級之司法警察官，得由最上級機關首長向最高法院檢察署提出

偵查計畫書，並檢附相關文件資料，經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核可後，核發偵查指揮書，由

入、出境管制相關機關許可毒品及人員入、出境？

(A)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 (B)刑事訴訟法第 229 條

(C)刑事訴訟法第 230 條 (D)刑事訴訟法第 231 條

4. 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五年後再施用第三級毒品 K 他命者，檢察官應如何

處理？

(A)向法院聲請裁定觀察勒戒 (B)依法起訴

(C)移送主管機關科處罰鍰 (D)緩起訴附命完成戒癮治療

5. 司法警察（官）查獲及救援兒童或少年性剝削案件之被害人後，應於幾小時內將被害人交由當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

(A)八小時 (B)十六小時

(C)二十小時 (D)二十四小時

6. 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31 號解釋文中，所謂「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

聲請或依職權核發」係牴觸憲法中所保障人民之何種權利？

(A)表現自由 (B)意見自由

(C)秘密通訊 (D)生存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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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有關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若具公務員身分，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B)若具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C)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二年

(D)強制工作執行滿一年後，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

8. 有關少年法院或少年法庭之設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直轄市設少年法院

(B)縣（市）得視其地理環境及案件多寡分別設少年法院

(C)尚未設少年法院之地區，於其所屬之地方法院中設少年法庭

(D)最高法院設少年法庭

9. 某甲放火燒燬前女友所住之公寓，為警查獲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由於甲所違犯之犯罪並非與強制性交犯罪或毒品犯罪相關，故不得對之進行接受去氧核醣

核酸之強制採樣

(B)甲係符合去氧核醣核酸條例之強制採樣對象

(C)對於甲不得適用強制處分以採取其去氧核醣核酸樣本

(D)即使沒有必要性也必須對甲採取去氧核醣核酸樣本

10. 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少年法院

法官得依職權或依少年調查官之請求核發下列何種書類，強制其到場？

(A)同意書 (B)同行書 (C)傳票 (D)拘票

11. 警察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立即向下列何機關通報？

(A)法務部 (B)衛生福利部

(C)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D)當地地方法院

12. 依實務見解，關於槍砲彈藥之屬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魚槍所使用之魚鏢非屬子彈

(B)子彈經發射後遺留之彈頭，已非子彈

(C)汽油彈屬爆裂物

(D)中共製紅星手槍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手槍

13.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處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同條第 3 項規定，前項未遂犯罰之。其中「栽

種」之既遂與未遂，依實務見解如何區分？

(A)一有播種即屬既遂 (B)有無出苗

(C)可否收成 (D)可否施用

14. 關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證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證人之年籍資料應另行封存，不得閱卷

(B)訊問證人之警訊筆錄，須於審理時提示被告，始得採為證據

(C)被告原則上仍得對證人詰問，或與之對質

(D)證人如為檢舉人，公務員洩漏或交付其年籍資料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5. 甲乙係夫妻，甲經法院裁定核發民事通常保護令，應遠離乙之居所至少 50 公尺，有效期間 10

月。甲於上開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內，因乙經營資源回收業，經乙同意而再遷回上開住所居住，

協助乙處理大量資源回收物品，甲是否構成違反保護令罪？

(A)不構成，因被害人同意本可阻卻違法

(B)構成，因被害人同意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不生效力

(C)視甲遷回住處後，有無對乙實施家庭暴力而定

(D)視甲有無向執行保護令之警察機關報告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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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警察機關於接獲法院或檢察署通知因家庭暴力而羈押之被告已經法院撤銷或停止羈押後，應立

即通知下列何者？

(A)主管機關

(B)被害人或其家庭成員

(C)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D)縣市政府之社福機關

17. 甲係公務員，向乙索賄，乙向調查局檢舉，調查員於徵得乙同意後，即於乙家中電話裝設竊聽

器，以監聽甲乙對話，嗣後果錄得諸多甲索賄內容。依實務見解，調查員之作為是否合法？

(A)合法，因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29 條第 3 款規定，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非出

於不法目的者，不罰

(B)不合法，因故意規避通訊監察之法官保留原則

(C)視事後法官有無補發通訊監察書而定

(D)視事後有無呈報檢察官許可而定

18. 司法警察對性侵害案件取得證據後，應保全證物於證物袋內，並應即送何機關鑑驗？

(A)法務部 (B)衛生福利部

(C)內政部警政署 (D)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

19. 司法警察查獲及救援性剝削之被害人如屬兒童或少年，應如何處理？

(A)通知父母、監護人帶回 (B)聲請法院安置

(C)交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D)送交適當場所緊急安置

20. 依實務見解，原住民未經許可，持有自製獵槍之子彈，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應如何處斷？

(A)應處罰鍰 (B)視該子彈有無殺傷力而定

(C)科刑責 (D)不罰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甲於山林中拾獲長槍一支，並持之上山狩獵得獵物一隻，經乙向警察機關檢

舉後而查獲。甲於警詢筆錄中告知該種類型之長槍並未在其部落中出現過，且依鑑定報告，該

長槍顯與一般原住民所使用之獵槍不同。依新近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因具有原住民身分，故所拾得之長槍可視為符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之

獵槍

(B)甲係因拾獲而持有該長槍，非符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之魚槍

(C)甲因以該長槍狩獵獵物，可謂構成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並可僅因此而阻卻構成要件該當性

(D)該長槍雖未在其部落中出現過，但仍可視為與原住民文化相關之獵槍

(E)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中之自製概念，難認甲所拾獲之長槍來源與原住

民文化有何相關

22.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毒品依何種標準分為四級？

(A)成癮性 (B)流通性

(C)濫用性 (D)查緝難易性

(E)社會危害性

23.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有關第三級毒品，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實務上以 K 他命為代表

(B)施用者，初犯先觀察勒戒

(C)持有達純質淨重 20 公克以上者，始科刑罰

(D)製造、販賣、運輸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同刑罰

(E)持有專供施用第三級毒品之器具，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1 萬元以下罰金 

警大二技刑事警察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免費下載
高見公職•警察考試圓夢諮詢中心整理
07-22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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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警察查獲少年甲與成人為有價之性交行為，經查甲並無另犯他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儘管無另犯他罪，仍須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置 

 (B)儘管無另犯他罪，仍須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置 

 (C)不管有無犯罪皆須移送少年法院  

 (D)不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之規定 

 (E)不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 

25. 甲為滿足自己的蘿莉控（愛戀幼女情結），首度向不知名人士購得少年猥褻行為之光碟，後為

警所查獲，對甲持有光碟之行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 

 (B)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C)得令其接受二小時以上十小時以下之輔導教育                                  

 (D)對其所持有之光碟沒入之 

 (E)對其所持有之光碟沒收之 

26. 關於通常保護令與暫時保護令之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通常保護令法院於審理程序終結才核發，而暫時保護令可於通常保護令審理終結前核發  

 (B)通常保護令可命相對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範圍較廣  

 (C)法院於暫時保護令中亦得命相對人給付被害人租金  

 (D)僅違反通常保護令始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61 條科處刑罰  

 (E)暫時保護令於法院核發通常保護令時失效 

27. 有關通信紀錄及通信使用者資料調取票之核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對於檢察官偵查最重本刑未滿三年有期徒刑之罪，不得聲請核發調取票   

 (B)檢察官聲請核發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僅須以事實足認通信紀錄及通信使用者     

資料於本案之偵查有必要性，即可聲請核發調取票 

 (C)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即使認有調取通信紀錄之必要時，亦

不得聲請核發調取票  

 (D)司法警察官為偵辦最輕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而有需要時，得向檢察官聲請同意後，

調取通信紀錄 

 (E)司法警察官因調查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有

調取通信紀錄之必要時，得以書面逕向法院提出聲請核發調取票 

28. 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下列何種情形少年法院應將案件移由檢察官

偵辦？ 

 (A)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B)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C)事件繫屬後已滿 20 歲  

 (D)事件繫屬後已滿 18 歲  

 (E)與少年共犯同一案件之其他成年人現由檢察官偵辦中 

29. 有關司法警察機關進行去氧核醣核酸強制採樣後之作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應即刻將該樣本銷毀    

 (B)應以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領回該樣本 

 (C)應將去氧核醣核酸樣本送交主管機關之專責單位  

 (D)應發予被採樣人已接受採樣之證明書 

 (E)若由原採樣本取得之去氧核醣核酸紀錄滅失，即使先前已領有接受採樣之證明書，亦不得

拒絕接受去氧核醣核酸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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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依 106 年 4 月 19 日總統公布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5 人以上之組織   

 (B)不限於專使用暴力之組織 

 (C)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   

 (D)須具有固定場所 

 (E)不以成員分工明確為必要 

31. 司法警察依法執行通訊監察，取得其他案件內容者（另案），須具備下列何種條件始具有證據

能力？ 

 (A)發現後 7 日內補行陳報法院  

 (B)法院審查認可另案與原實施通訊監察之案件具有關連性 

 (C)另案亦屬法院得核發通訊監察書之罪  

 (D)同一被告  

 (E)只要原案件係屬合法通訊監察，依「刑事訴訟法」第 152 條另案扣押之法理，即可直接作為

證據 

32.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第 3 條至第 6 條之罪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處罰其行為人   

 (B)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C)但法人或自然人為被害人者，無須處罰該法人或自然人 

 (D)由於法人非具有自然人之形體，故不得處罰 

 (E)若上述之法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監督責任或為防止行為者，無須處罰 

33. 對於因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服刑期間假釋付保護管束者，警察機關可採取下列何種

措施？ 

 (A)定期通知其於指定之時間到場採驗尿液  

 (B)到場而拒絕採驗者，不得違反其意思強制採驗，須先報請檢察官核發許可書  

 (C)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逕行拘提 

 (D)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報請檢察官許可，強制採驗  

 (E)到場而拒絕採驗者，得違反其意思強制採驗，但於採驗後應即時報請檢察官補發許可書 

34. 依 105 年 12 月 28 日總統公布之「洗錢防制法」規定，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出入境攜

帶下列何者之物，應向海關申報？ 

 (A)總價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港幣 

 (B)總面額達一定金額以上之上市公司股票 

 (C)總價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新臺幣現鈔  

 (D)登載一定金額以上之金融機構存摺 

 (E)總面額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黃金 

35.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規定之「未經許可」販賣、轉讓或持有手槍、子彈等，依實務見

解係指下列何者？ 

 (A)自始未受許可  

 (B)受許可後已撤銷 

 (C)受附條件之許可，但逾越其範圍  

 (D)警員未遵守上級機關之命令或領用槍彈程序之規定，擅自持槍彈外出  

 (E)許可附期限，期限尚未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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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年滿十八歲之甲違犯強盜罪時，見被害人年輕貌美，復進而實施強制性交，之後受逮捕、審判

並判刑。其後假釋出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應定期向警察機關辦理身分登記及報到 

 (B)應定期向檢察機關辦理身分登記及報到 

 (C)應定期向法院辦理身分登記及報到  

 (D)前述登記、報到期間為七年 

 (E)前述登記、報到期間為五年 

37. 承上題，若甲不為身分登記及報到時，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下列所為，何者正確？ 

 (A)應予以口頭告誡     

 (B)得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C)限期命其履行                    

 (D)逕予逮捕甲 

 (E)甲若仍不履行者，得函送地檢署偵辦，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

萬元以下罰金 

38.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關於性侵害被害人保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醫院、診所對於被害人，不得無故拒絕診療及開立驗傷診斷書   

 (B)對於被害人之驗傷及取證，除依法令有規定或被害人無意識或無法表意者外，應經其同意 

 (C)廣播、電視不得報導被害人姓名及其他足資辨別身分之資訊，違者負責人科處刑責 

 (D)被告或其辯護人除經法官許可外，不得詰問被害人與被告以外之人之性經驗  

 (E)被害人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訴訟費用或律師費用之補助 

39. 十六歲少年甲因犯竊盜而由警察移送少年法院，法官可為下列何種決定？ 

 (A)以甲所竊物品價值輕微，且屬初犯，為不付審理之裁定  

 (B)審理結果，諭知訓誡  

 (C)審理結果諭知交付保護管束，並命少年週末至安養院打掃  

 (D)審理結果，令入感化教育場所施以感化教育  

 (E)審理結果，以甲前已受有感化教育仍再犯，以受刑事處分為適當，裁定移由該管檢察官偵

查起訴 

40. 少年犯刑事案件與成年人相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對於少年不得宣告強制工作  (B)緩刑要件較為寬鬆 

 (C)假釋要件較為寬鬆  (D)少年受刑之執行完畢後，視為未曾受刑之宣告  

 (E)少年被告不得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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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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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B D A D C B A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A A D A B D B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E BCDE BDE ABCE ABD ACE ABDE ABC ACE A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D CDE ADE ACE AE BDE ABCE ACD ABCDE BCD 

 

 

英文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C B B A E D C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 C D D A E B D E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C C C B E C C B 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 A B E C B C A D E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B D A C E C A B D 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6 年 5 月 24 日 24 時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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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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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警察學系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B D C B C A A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A D D B C A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E AC ABCD BCD BD AE ABCD ABDE CE A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DE BC BCDE ACE ABCD BD ABCD ABE ABCDE ACDE 

 

 

警察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D D D C D B C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A C A D D C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 ACD BDE BCD AE ABCE CDE ABE ABE B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E BDE ABCE AC ABE ABE ABDE BDE ABD ACE 

 

 

警察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A D C B D B C A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B A D C A A B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E ACE ABDE CE ACE BCE BCD ADE ABCDE B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CE BDE ABCE BCE ACD BCE ABC BCD CE ABC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6 年 5 月 24 日 24 時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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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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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警察學系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B D C B C A A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A D D B C A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E AC ABCD BCD BD AE ABCD ABDE CE A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DE BC BCDE ACE ABCD BD ABCD ABE ABCDE ACDE 

 

 

犯罪偵查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D C A A D B或 C C 送分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C B C D B C B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 AE ABCDE ACDE DE BCD ACD BDE CDE A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E ABC ABE BD CE CDE BCD CE AB CD 

 

 

特種刑事法令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B C D C B D B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C B B B B B C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 ACE BDE DE ABE ABE AD AC CDE B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 ABCE ADE ABCE

或 ABC 

ABCD AD BCE ABDE ABCDE ABCD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6 年 5 月 24 日 24 時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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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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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學系 

 

消防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B B D D C B A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C C A B A C A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E AB AB ABCDE ABC ABD ABC ABC ABCDE A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 ABCDE BCDE ABDE AE BCD ACE ABCE BC CE 

 

 

火災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C C C C D A D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A B A B B C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 ABDE BD ABCE CE ABE ABCDE BE CE B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E BCD AE CDE ABDE BC CD ABCDE ABDE AB 

 

 

普通化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C A A B A A A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C A B B A A D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 BCD ADE ABD ABC BDE ACD BDE ABCE A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 BCDE ACDE ABCDE ACDE ACDE ACD BC DE B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6 年 5 月 24 日 24 時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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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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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學系 

 
道路交通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C A D C B D A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C C A A B C C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E ABCDE BCDE ABE BDE ABCE ABD BCE AE AB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 ACD ADE ACE BCE ACD BDE ABCDE ABE DE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A C A D C D C B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D B A B D C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D ABCD BCD ADE ACE ABCDE ABCDE ABCD ACE A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E BDE AE ABCDE ABCD ABE ABCDE ABDE CE ABCE 

 

 

交通工程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B C A C A C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D B D B C C D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 ACDE ABD ACD ABCD BCD ABCDE ABD BD A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E ACD BC AB ABC ABCE ABD ADE ABC ACD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6 年 5 月 24 日 24 時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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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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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警察學系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B D C B C A A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A D D B C A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E AC ABCD BCD BD AE ABCD ABDE CE A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DE BC BCDE ACE ABCD BD ABCD ABE ABCDE ACDE 

 

 

航海學及輪機學概要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A B B C B D A C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A或 D D B C C A A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DE ABCD BCDE ABCE ACE ABCDE BC ABCDE ABD 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DE BD BCE ABC CD BCD AD BD ABDE CE 

 

 

海巡法規及國際海洋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A D A D B C D B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A A或 B C C D A A D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E ABC ABC BCD ABCDE AD BCE BCE AB A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E ACD ABD ABCDE ABD ABE ABE BC ABD AD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6 年 5 月 24 日 24 時前以傳真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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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資料者，不予受理。 

2.本校傳真電話：(03)32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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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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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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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科(79題)，共 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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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題)，其餘各科答案均正確無誤。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第 20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修正為(D)。 

第 37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CD)修正為(ABCD)。 

【警察法規】 

第 24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CE)修正為(CE)。 

【警察學】 

第 25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CE)修正為(AE)。 

第 27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CDE)修正為(CDE)。 

第 31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CE)修正為(CE)。 

第 32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DE)修正為(BDE)。 

【犯罪偵查學】 

第 8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修正為(B)或(C)。 

第 10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修正為(送分)。 

【特種刑事法令】 

第 27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CE)修正為(ABCE)或(ABC)。 

【消防法規】 

第 30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修正為(AD)。 

【火災學】 

第 40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D)修正為(AB)。 

【道路交通法規】 

第 33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E)修正為(ADE)。 

【航海學及輪機學概要】 

第 13題：本題原公布答案(D)修正為(A)或(D)。 

【海巡法規及國際海洋法】 

第 13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修正為(A)或(B)。 

第 31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CDE)修正為(ADE)。 

第 32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CDE)修正為(ACD)。 

第 39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D)修正為(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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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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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題：【考生號碼：38140、20072、20442、30237 提】 

1.成文法之位階區分為憲法、法律、命令，並以憲法為最高、法律次之、命令再次

之，此所說明者為靜態的法位階關係，學說上有稱之為法位階理論，固屬無誤。

但本題問的是命令與法律間的動態關係，亦即當命令與法律抵觸時，原則上以下

位階的命令為無效，而以上位階的法律為優位，此種以上位階的法律為優位的原

則，在學理上稱之為法律優位原則，並非選項 B 的法律位階原則。再者，法律位

階原則這樣的用語也不能充分的表現出以上位的法律為優位的動態關係。故本題

最適當之答案仍應維持為 A。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無誤 

第 10  題：【考生號碼：39059 提】 

1.權力分立是基於擔心國家之權力過大以致不當侵害人民的權利所設計出來的一種

制度。其設計是透過分權的方式，讓國家各機關的權力相互制衡，以達到削弱、

制約國家權力，進而保障人民的權利不受國家不當侵害的目的。故本題最適當之

答案仍應維持為 D。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17 題：【考生號碼：20302 提】 

1.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之被告經檢察官或法官釋放者，警察機關於接獲通知

後，依法律規定應立即處理的事項為何﹖  

(A)整理案件相關筆錄歸檔備查 

(B)命被告定期至警察機關報到 

(C)往前被害人居所進行實質防護 

(D)通知被害人或其家庭成員 

說明:參照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02 月 04 日) 第 34-1 條法院

或檢察署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即時通知被害人所在地之警察機關及家庭暴力防治

中心： 

一、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之被告解送法院或檢察署經檢察官或法官訊問

後，認無羈押之必要，而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釋放者。 

二、羈押中之被告，經法院撤銷或停止羈押者。 

警察機關及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於接獲通知後，應立即通知被害人或其家庭成

員。 

前二項通知應於被告釋放前通知，且得以言詞、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

之方式通知。但被害人或其家庭成員所在不明或通知顯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原公布答案(D)為最適當之答案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20 題：【考生號碼：20774 提】 

1.憲法第 22 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

受憲法之保障」。下列何者非屬本條規定所保障之權利？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5007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D0050071&FLNO=34-1&K1=%e7%ab%8b%e5%8d%b3%e9%80%9a%e7%9f%a5%e8%a2%ab%e5%ae%b3%e4%ba%ba%e6%88%96%e5%85%b6%e5%ae%b6%e5%b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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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收養子女之權利 (B)生存權 (C)隱私權 (D)性行為自由 

說明：其中(A)(C)(D)未於憲法本文中明定，而是司法院大法官以憲法 22 條為適

用解釋。收養子女權利釋字 712 號。隱私權釋字 603 號。性行為自由釋字 554 號。

另答案(B)之生存權列於憲法本文 15 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

保障。」非屬憲法 22條。故原公布答案(B) 為最適當之答案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第 21 題：【考生號碼：20774、30247 提】 

1.由於區別標準不同，法律可作種種不同分類，然同一法律往往具有多種性質，以

民法而言，可同時兼屬何種法律類別?(A)原則法 (B)私法 (C)實體法 (D)普通法 

(E)兼有強行法與任意法 

         說明:參見李太正、王海南、法治斌等六人合著《法學入門》(台北：元照，2011) 

p.116(民法是成文法、普通法、私法、實體法、國內法、兼有強行法與任意

法、原則法與例外法等性質)。 

         另就題幹用字「可同時兼屬何種法律類別」，則(A)選項「原則法」亦可屬之。原

公布答案(A)(B)(C)(D)(E)並無不適當或不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E )無誤 

第 26題：【考生號碼：20234、38021 提】 

  1.自首制度的用意在獎勵犯人悔過自新，並使偵查機關容易明瞭犯罪的 真相，不致

牽連無辜。下列何者合於自首要件? 

(A) 在犯罪未發覺前為之 

(B) 在犯罪發覺後為之 

(C) 告知自己所為的犯罪行為 

(D) 告知所知悉的他人犯罪行為 

(E) 向有偵查權之機關或該管公務員為之 

參考資料:自首之意義：是指「犯人在犯罪未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通常指有偵

查權之公務務員，如檢察官、警察等），自行申告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之意。

自首制度的用意在獎勵犯人悔過自新，並使偵查機關容易明瞭犯罪的真相，不致

牽連無辜，而且可以省掉為了偵查犯人所花費的人力、物力、時間等。為此刑法

第六十二條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

定者，依其規定。」自首必須符合下列要件：（一）自首必須在犯罪未發覺前為

之。所謂未發覺，是指有偵查權之公務員尚未發覺犯罪事實，或已發覺犯罪事實，

但不知犯人是誰。如果有偵查權之公務員未發覺，即使被害人或其他人已發覺，

仍屬未發覺。（二）自首必須告知自己所為的犯罪行為。（三）自首必須向有偵

查權之機關（如檢察署、警察局）或公務員（如檢察官、警察）為之。自首之方

式，可以口頭（如打電話）或書面，自行前往或託人代理為之，又向非偵查機關

請其轉送亦可，但以轉送至偵查機關時，才生自首之效力。自首，尚以自動接受

裁判為必要。所謂自動接受裁判，固不必即時親身投案，如告知自己所在，自居

於可能受裁判之狀態下亦可。如告知犯罪事實後隨即逃亡，則不成立自首。 

參考資料來源: 

司法院網頁(訴訟協助 >訴訟須知)http://www.judicial.gov.tw/。2017 年 4 月下載。另

參考高仰止著《刑法概要》增訂四版。(台北:五南，2004)p.141(自首之要件 1.所自

http://www.judicial.gov.tw/assist/assist01.asp
http://www.judicial.gov.tw/。2017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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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者須係未發覺之犯罪。2.所申告者須係自己之犯罪。3.自首者須向檢察官、司法

警察官或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或機關為之。4.須聽受裁判。)就選項(B)用字「在

犯罪發覺後為之」之語意以及參照司法院前開解釋「自首必須在犯罪未發覺前為

之。所謂未發覺，是指有偵查權之公務員尚未發覺犯罪事實，或已發覺犯罪事實，

但不知犯人是誰。如果有偵查權之公務員未發覺，即使被害人或其他人已發覺，

仍屬未發覺。」另以本題題幹「使偵查機關容易明瞭犯罪真相」，故選項(B) 「在

犯罪發覺後為之」，非屬正確答案。原公布答案(A)(C)(E) 為最適當之答案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E )無誤 

第 39  題：【考生號碼：20479 提】 

1.適用法律是運用邏輯學上的三段論法，並以包括法律在內的法規範為大前提。故

選項 B亦為正確之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E )無誤 

第 40  題：【考生號碼：20479 提】 

1.基於權力分立之原則，作為司法機關的法院對於合法與否得為最後之決定，因此

種決定在法律適用上是最終的，再無其他機關可以改變其決定，故擁有此種最終

決定權，在法律適用上可謂是至高無上的，因法院擁有此種至高無上的最終決定

權，故為了制約其權力，在權力分立的設計上，即限制其積極主動適用法律之權

力，而必須消極被動，此亦為法院應遵守不告不理原則之原由。故選項Ｂ為正確，

Ａ為錯誤，答案仍應維持ＢＣＤ。至於所提與本題無關之罪刑法定原則，應屬考

生之誤解，因與本題無關，請考生自尋解答。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D )無誤 

【英文】 

第 45 題：【考生號碼：  20582、20180   提】 

1.權利告知的英文用語，源於美國 Miranda v. Arizona (1966)一案，通稱為[米蘭達警

語(Miranda Warning)]，為制式用語。 

2.在法律的使用上，examination 一字是訴訟上在法庭或陪審團前為了系爭問題提出

問題，正式的中文解釋意為[詰問](所以交互詰問才會說是 cross-examination)。此

可參 Black’s Law Dictionary 法學字典：The examination of a witness consists of 

the series of questions put to him by a party to the action, or his counsel, for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before the court and jury in legal form the knowledge 

which the witness has of the facts and matters in dispute, or of probing and 

sifting his evidence previously given. 

3.承上，也因此，考生主張網路字典：The examination of all the witnesses took a week.

網路翻譯為：對證人的訊問進行了一個星期。須注意的是這個[審問/查問]，必須

是於法庭宣誓下。(參照 Black’s Law Dictionary 法學字典 This term “examination 

of witnesses” applies to the questioning and interrogation of a witness where 

the witness is under oath in court.) 

4.執法人員也會使用 examination 一字，但是是用在鑑識方面，意為[鑑定](所以刑事

鑑定人員才會說是 forensic examiner)。如果一般執法人員[要對被告審(訊)問]，會

用 interrogate/interrogation 一字。又考生認為 interview 為面試等無涉及公權力的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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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並不精確。參照 Cambridge Dictionary 牛津字典：interview 有一層意思是：[警

方向人問問題，會面以便了解他們是否已有犯罪(a meeting in which the police ask 

some questions to see if they have committed a crime)]。 

5.醫學當然也會 examination，意為[檢查、檢驗]。因而在網路上也有許多”…to stop the 

examination at any time.”這些都是用在醫學檢驗時，告知病患或受檢者得”…在任

何時間停止檢驗”。 

6.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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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號碼：20447、20479、20520、20625、20782 提】 

       1.按法律問題之所謂實務見解，應以大法官解釋以及最高法院判決與會議決議在實

務具體個案上最具有拘束力與權威性，至於其他各級法院判決與會議決議或者法

務部、各級檢察署、警察機關等之見解，則較不具拘束力，合先敘明。有關本題

之實務見解，最高法院 103年台上字 1625號謂：「被告在自己的刑事案件接受審

判，不可能期待其為真實之陳述，以陷自己於不利地位之訴訟結果。故被告在自

己的刑事案件中為虛偽之陳述，乃不予處罰。惟此期待不可能之個人阻卻責任事

由，僅限於被告自己為虛偽陳述之情形，始不為罪；如被告為求脫罪，積極教唆

他人犯偽證罪，除將他人捲入犯罪之外，法院更可能因誤信該證人經具結後之虛

偽證言而造成誤判之結果，嚴重侵犯司法審判之公正性，此已逾越法律賦予被告

單純為求自己有利之訴訟結果而得採取之訴訟上防禦或辯護權之範圍，且非國民

道德觀念所能容許，依一般人客觀之立場觀之，應得合理期待被告不為此一犯罪

行為，而仍應論以教唆偽證罪。」（其他相同意旨者，如最高法院 96年台上字 1495

號、99年台上字 8015）是故，本題應維持原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8 題：【考生號碼：20058、20273、20582、20625 提】 

1.有關實務見解係在討論既遂與未遂之問題，本題所問甲為開車之人，不理會乙先

行佔位，而直接到車逼退乙，以達成其停車之目的，故甲之主觀目的業已達成，

是故本題仍維持原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無誤 

第 12題：【考生號碼：20072、20302、20479、20495、20782、30150 提】 

       1.本題與 104 年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第 11 題題目不同，本題後繫屬之桃園地方法院於

先繫屬之臺北地方法院判決前，即判決確定。 

       2.依釋字第 47 號解釋，基於對判決確定之既判力之尊重，因此，應對先繫屬之臺北

地方法院判決提起非常上訴，改判免訴判決。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無誤 

第 17 題：【考生號碼：20273、20625、20722 提】 

1.刑事訴訟之提起，固可分為公訴程序與自訴程序，惟公訴程序與自訴程序兩者不

可能並存，兩者僅能擇一進行。而且就控訴原則或彈劾主義之核心內涵而言，係

指法院之審理範圍，應受公訴意旨或自訴意指所拘束，亦即所謂不告不理。是以，

在公訴程序中，法院之審理範圍係以檢察官起訴者為限；在自訴程序中，法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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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範圍係以自訴人提起自訴者為限。準此，就控訴原則之意涵而言，(D)選項並

無錯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20 題：【考生號碼：30150 提】 

1.本題之答案係誤植，正確答案應為(D)，因為即使是緊急逮(拘)捕，仍需事後聲請

補發拘票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修正為( D ) 

第 21題：【考生號碼：20234、30150 提】 

1.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刑法新增訂第 5 條第 11 款，明訂於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刑法第

339 條之 4 亦適用我國刑法。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DE )無誤 

第 22題：【考生號碼：20479 提】 

1.依刑法第 78 條第 1 項條文規定解釋即可得知。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 )無誤 

第 25 題：【考生號碼：20072、30078、30150、39076 提】 

1.依題意，乙之放火行為已達到「正要點火燒毀」之階段，雖然尚未引燃，但對於

構成要件之保護法益已產生密切接近的危險，不論是依照「實質客觀說」或「主

客觀混合說」，抑或根據最近實務見解（如最高法院 105 年台上 254 號謂：無論

採取何種著手理論，欲區分其是否著手或僅為預備之階段，均應判斷客觀行為是

否足以引燃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並具高度危險性而

定。如行為人已故意潑灑、漏逸易燃液體、氣體或置其他易燃物，並持有點燃火

源之工具，隨時可因點燃火源而將火力傳導於特定之目的物，使其燃燒，其行為

已具高度危險性，如此即可藉由客觀情狀，證明其已著手），均足可認定為著手，

而非僅是預備。至於釋疑考生所舉的實務判決，其案件事實與本選項尚屬有間，

應屬誤會。故維持原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D )無誤 

第 29題：【考生號碼：20302 提】 

1.本題是「向不知情之乙借得西瓜刀一把」係第三人不知情下所提供，並非屬法條

規定「無正當理由提供」，故不適用刑法第 38 條第三項規定。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E )無誤 

第 33題：【考生號碼：20479 提】 

1.依刑訴第 133 條之 2 之規定解釋即可判斷。 

刑事訴訟法第 133-2 條 

偵查中檢察官認有聲請前條扣押裁定之必要時，應以書面記載前條第三項第一

款、第二款之事項，並敘述理由，聲請該管法院裁定。 

司法警察官認有為扣押之必要時，得依前項規定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

聲請核發扣押裁定。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於偵查中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

迫，有立即扣押之必要時，得逕行扣押；檢察官亦得指揮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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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扣押，由檢察官為之者，應於實施後三日內陳報該管法院；由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為之者，應於執行後三日內報告該管檢察署檢察官及法

院。法院認為不應准許者，應於五日內撤銷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聲請經駁回者，不得聲明不服。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DE )無誤 

第 36題：【考生號碼： 20302、30070 提】 

1.依刑訴第 131 條之一規定，同意搜索不用先告知得拒絶搜索之權利。 

2.本題題目為依實務見解作答，依最高法院 104 年度第 3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刑

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立法意旨，在於確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

權，得放棄反對詰問權，同意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

之解除行為，如法院認為適當，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

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不以未具備刑事訴

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所定情形為前提。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D )無誤 

第 37 題：【考生號碼：20072 提】 

       1.本題答案係誤植，選項(A)亦屬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D )修正為(ABCD) 

第 39題：【考生號碼：20072、20273、20582 提】 

1.題目是以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為主體而提問，每個選項內容皆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E )無誤 

三、行政警察學系 

【警察法規】 

第 24題：【考生號碼：20049、20058、20072、20084、20090、20099、20172、20234、20274、

20302、20391、20442、20443、20447、20479、20495、20534、20557、20582、

20605、20616、20625、20705、20708、20722、20736、20774、20782、20783、

20832 提】 

1.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方法顯然無法查

證身分時，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

且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三小時，並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

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其中最後一句關於「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

及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本句前段之「應」具有羈束性質，故本題答案選項

「(A)得通知其指定之親友」、「(B)得通知其指定之律師」作為正確選項，似不妥

適，爰將原正確答案「ABCE」修正為「CE」。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 ABCE )修正為( CE )  

第 34 題：【考生號碼：20273提】 

1.但本題目為「下列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敘述，何者正確？」因此，所問，並非

本題範圍之疑義。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E )無誤 

第 35 題：【考生號碼：20302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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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題目為，依「行政執行法」規定，義務人為自然人，其滯欠合計達一定金額，已發

現之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且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者，行政執行分署得

對其核發何種法定之禁止命令。 

2. 選項：(1)選項(B)禁止從事旅遊性質之休閒活動。與考生所提問，「禁止多次出國

旅遊」，二者意涵並不相同，不可等同視之。(2)且禁止處分屬干預行政，應符合

法律保留原則與明確性原則，行政執行法第 18-1條禁止處分之項目，既無明定「禁

止從事旅遊性質之休閒活動」，自不可類推適用。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D )無誤 

第 37 題：【考生號碼：20625 提】 

1.本題目為，下列何者屬於「行政執行法」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範圍？ 

依「行政執行案件行政機關應配合辦理事項之說明」規定：「依據法院裁定發生之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按行政執行係行政機關之自力執行，屬行政權之作用，行政

執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依法院之裁定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

行者，得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反之本質上屬司法事項，人民雖亦因法

院裁定而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因其非屬行政法上義務，性質上即不屬行政

執行範疇，例如：少年法庭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六十條第一項所為命負擔教養費

用之裁定及法院依民事訴訟法所為科處證人罰鍰之裁定等，係依司法作用所為之

裁定等屬之。」 

因此，(E)少年法庭裁定之教養費用。並非答案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 )無誤 

【警察學】 

第 25題：【考生號碼：20273、20557、20589 提】 

     1.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法第 2 條規定：本署掌理全國性警察業務，並辦理下列事

項：「警衛安全、拱衛中樞、準備應變及重大、緊急案件處理之規劃、執行。」、

「交通安全維護、交通秩序整理、交通事故處理及協助交通安全宣導之規劃、督

導。」、「警備治安、保障集會遊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自衛槍枝管理及民防

之規劃、督導。」、「社會保防與社會治安調查之協調、規劃及督導。」及「入

出國與飛行境內民用航空器及其載運人員、物品安全檢查之規劃、執行。」等。

因此，將原公布答案（ACE）修正為（AE）。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E )修正為( AE )  

第 27題：【考生號碼：20084、20273、20557 提】 

    1.資訊統計管理(COMPSTAT, Comparative Statistics or Computerized Statistics)包括下

列四個步驟：「正確適時情報(Accurate and timely intelligence)」、「有效的戰術

(effective tactics)」、「人員及資源的快速佈署(Rapid deployment of personnel and 

resources)」及「持續的追蹤和評估(Relentless follow-up and assessment)」。因此，

將原公布答案（BCDE）修正為（CDE）。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DE )修正為( CDE )  

第 31題：【考生號碼：20049、20058、20072、20084、20090、20099、20148、20172、20234、

20274、20300、20302、20440、20442、20479、20582、20557、20597、20616、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030001006700-09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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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25、20705、20708、20722、20736、20744、20782、20832 提】 

    1.我國警察人事行政具有「官職分立」、「考訓配合」、「管理一元」、「考核嚴密」及「照

護特殊」的特色。因此，將原公布答案（ACE）修正為（CE）。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E )修正為( CE )  

第 32題：【考生號碼：20274、20597 提】 

    1.強化權責平衡的方法有：「每一單位與人員需要科學化與合理化的分工」、「每一單

位與人員需有詳細的工作執掌表與決行層級表」、「每一機關需有明確的組織結構

圖」。因此，將原公布答案（ABDE）修正為（BDE）。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DE )修正為( BDE ) 

第 34 題：【考生號碼： 20273、20589、20625 提】 

1.依本校警察學第 277頁 

比例原則的內涵包括：1.考慮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合理關連；2.考慮達成手段之間的

恰當性，選擇對人民侵害程度的手段為之；3.所選擇之手段必須同時慮及與公共利

益之間的平衡。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 )無誤 

第 35 題：【考生號碼： 20099、20302 提】   

1.依本校警察學第 114頁 

法律之核心內容，包括法律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必須合乎明確性原則，其目

的在使人民對該干預性法律，有可預見性〈Vorhersehbarkeit〉、可量度性

〈Berechenbarkeit〉及可信賴性〈Verlablichkeit〉，並使執法者有法律適用之一致性，

而形成法的安定性〈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390 號解釋〉。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E )無誤 

四、刑事警察學系 

【犯罪偵查學】 

第 8 題：【考生號碼：30070、30150 提】 

1.本題因依 106 年 4 月 19 日修正施行之新修訂組織犯罪條例，跨境電話詐騙犯罪集

團亦有該法第 2 條之適用，但出題老師選項 C 漏未加入「未符合」，故選項 C 亦

屬標準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修正為( B )或( C )  

第 10 題：【考生號碼：30070、30127、30177 提】 

1.本題依偵辦金融電信人頭帳戶詐欺案件管轄作業程序，被害人多筆匯款者，統一

由被害人第一筆匯款之帳戶開立人戶籍地警察機關主辦，本題被害人甲第一次匯

款帳戶開立人戶籍地警察機關主辦，本題僅註明人頭帳戶設立於何縣市，未註明

該帳戶開立人之戶籍地，題目未註明清楚，故予以送分。 

2.故本題修正為送分 

第 26 題：【考生號碼：30070 提】 

1.依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第 3 項：「前項接見，檢察官遇有急迫情形且具正當理由時，

得暫緩之，並指定即時得為接見之時間及場所。該指定不得妨害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之正當防禦及辯護人依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二項前段規定之權利。」，檢察官僅得



106 學年度二技各科標準答案釋疑結果 10 

就接見予以暫緩，不包含辯護人與犯罪嫌疑人互通書信，故本題維持原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D )無誤 

第 38題：【考生號碼：30070 提】 

1.依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1 規定：「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

程連續錄影。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不在此限（第 1 項）。筆錄內所載之

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除有前項但書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

得作為證據（第 2 項）」，第 2 項但書部分係指因急迫情形且記明筆錄情況下未予

錄音（影）始有適用，答項 E 係為未依被告陳述製作筆錄，與錄音或錄影內容不

符，應為絕對排除項目，故維持原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E )無誤 

【特種刑事法令】 

第 15 題：【考生號碼：30014 提】 

1.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17條規定，命相對人遠離被害人住居所之民事通常保護令，

不因被害人同意相對人不遠離而失其效力。換言之，被害人乙之同意於此不生效

力，相對人甲仍須遵守保護令之遠離命令，茲甲再遷回乙住居所，而未遠離，已

違反保護令，自構成同法第 61條之罪，該題公布之答案(B)洵屬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第 17 題：【考生號碼：30070、 30247 提】 

1.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3287 號判決，係司法警察本身即屬通訊之一方(如現行

打 110報案，皆會錄音)，而同院 93 年台上字第 2949 號判決，則係國家機關行為

介入私人間之通訊，兩判決基礎事實有別，不應相提並論(同說，請參閱林鈺雄，

刑事訴訟法上冊，第 4 版，頁 623)。第 17 題之證據能力應參照 93 年台上字第

2949 號判決決定之。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第 31 題：【考生號碼：30247 提】 

1.選項(C)之「亦」字係針對「原案」而言，是(A)、(B)、(C)三選項依通訊保障及監

察法第 18 條之 1 第 1 項後段規定，皆屬另案通訊監察具備證據能力之前提要件。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 )無誤 

第 34 題：【考生號碼： 30177 提】 

1.本題答案 E之「總面額」係誤寫。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E )修正為( ABC )或( ABCE )  

五、消防學系 

【消防法規】 

第 3  題：【考生號碼：36041、36045、36056、36072、36075、36112 提】 

        1.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設計之消防安全設備，其設計應由消防設

備師為之，違反此規定者，即已違反消防法第 38 條第 1 款規定。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第 15題：【考生號碼： 36045、36056 提】 

1.本題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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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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條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之位置、構造及

設備圖說，應由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於主管建築機關許可開工前，審

查完成。 

前項場所完工後，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會同消防機關檢查其位

置、構造及設備合格後，始得發給使用執照。 

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之儲槽應於申請完工檢查前，委託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專業機構完成下列檢查，並出具合格證明文件。 

一、滿水或水壓檢查。 

二、儲槽容量在一千公秉以上者，應實施地盤、基礎及熔接檢查。 

前項滿水、水壓、地盤、基礎及熔接檢查之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考量儲槽係分為常壓式與蓄壓式。因此，分別就不同槽體之測試即分為滿水或水

壓檢查，並非 2 項均測。因此，選項 (A)滿水及水壓檢查，顯然有誤。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無誤 

第 18題：【考生號碼：36041、36045 提】 

1.本題法源： 

爆竹煙火管理條例 

第 27 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爆竹煙火製造場所或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三十倍之儲存、販賣

場所，違反依第四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位置、構造或設備設置之

規定。 

二、違反第七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 

三、製造、輸入業者或零售商以外之供應者，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販賣

或陳列未附加認可標示之一般爆竹煙火。 

四、違反第九條第四項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或命令，即將個別認

可不合格之一般爆竹煙火運出儲存地點。 

五、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未於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回收一般爆

竹煙火。 

（以下省略） 

第 29 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二、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以外之人，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販賣或

陳列未附加認可標示之一般爆竹煙火。 

三、違反依第九條第七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安全標示之規定。 

（以下省略） 

2.香舖金紙店即為零售商，本題應參考第 29條第一項第 2款。答案為(C)無誤。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30  題：【考生號碼：36075 提】 

1.D項指完成調查、鑑定後十五日內完成「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故亦為錯誤選

項。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修正為( 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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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題：【考生號碼：36075 提】 

1.本題法源： 

消防法施行細則 

第 19-2條本法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安全技術人員，應經直轄市、縣（市）

消防機關，或由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講習訓練合格並領有證

書，始得充任。 

前項講習訓練時間不得少於十六小時。 

安全技術人員每二年應接受複訓一次，每次複訓時數不得少於八小時。 

（以下省略） 

2.多重選擇題，考生應選答內容符合題目所問正確之選項。按第 1 項規定，直轄市、

縣（市）消防機關、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均獲授權辦理講習訓練等，

題目並未排除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因此，(A)選項並無誤。答案為(A)(E)

無誤。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E )無誤 

【火災學】 

第 17題：【考生號碼：36041 提】 

1.本題出自陳弘毅先生編著之火災學（第八版，鼎茂圖書出版），該書無論是警專或

警大常被選用做為火災學之主要教材。該教材第四章煙與熱氣第二節煙之危害

pp.174-175 表 4-2、表 4-3、表 4-4 及表 4-5 列出並說明暴露於不同濃度、不同時

間之選項 CO、HCN、HCl、NO2 等四種毒氣對人體所產生的影響。其中 HCN 在

空氣濃度 270ppm 立即死亡；CO 在空氣濃度 1%時，一分鐘內即死亡；HCl 在空

氣濃度 2000ppm 時，數分鐘即告死亡；NO2 在空氣濃度 500ppm 時有急性肺水腫

症狀，48 小時內死亡。選項中的四種毒氣依暴露時間、暴露濃度的條件最終都將

導致人體死亡，而毒性最強烈者為 HCN，因暴露時間最短、濃度最低立即致人於

死，未有題意曖昧不明定義不清的狀況，故選項（B）HCN 為最適當的答案。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第 40題：【考生號碼：36041、36045、36079、36112 提】 

1.空氣分子量約為 29 (28.8) g/mol，氣體分子量若大於此數則比重較空氣大，本題選

項 A 甲胺（CH3NH2）分子量 31，選項 B 丁烷（C4H10）分子量 58，選項 C 氰酸

（HCN）分子量 27，選項 D 乙烯（C2H4）分子量 28，選項 E 氨（NH3）分子量

17，依題意，答案應為 A、B。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D )修正為( AB ) 

六、交通學系 

【道路交通法規】 

第 23 題：【考生號碼：38010 提】 

1.第三款「人行道：指為專供行人通行之……地面道路」；第四款之「行人穿越道」，

並非「專供」行人通行之「地面道路」，它是「人車共同」使用之「地方」，但

是「行人穿越道」有優先通行權。 

2.「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分別於第三款、第四款實施立法解釋，故兩者屬性

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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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綜上，「行人穿越道」不屬於「人行道」之範圍。   

4.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DE )無誤 

第 27題：【考生號碼：38028 提】 

1.選項(D)與第 43條之構成要件不同：選項「(D)連續變換燈光迫使前車讓道」之行

為，與第 43 條第一項第三款「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

他車讓道。」之行為，仍有不同。選項(D)之行為是「連續變換燈光迫使前車讓道」，

並不表示與前車一定具有「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之「迫近」行為。 

2.選項「(D)連續變換燈光迫使前車讓道」之行為，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3

條第一項第十四款所規範之處罰行為。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D )無誤 

第 30 題：【考生號碼：38043 提】 

1.本題選項中，非屬汽車及動力機械範圍之動力載具、動力運動休閒器材或其他相

類之動力器具，包括：(A)沙灘摩托車、(B)電動休閒車、(D)電動平衡車(Segway)

等，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D )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D )無誤 

第 33 題：【考生號碼：38010、38043、38140 提】 

1.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5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其應考

科目為筆試及路考。」，有關選項(D)：「輕型機車駕照之應考科目為筆試和路考」

之敘述，應為正確答案，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E )修正為( ADE )。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E )修正為( ADE ) 

第 35 題：【考生號碼：38066 提】 

1.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3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規定：「汽車駕駛人，拆除消

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駕駛汽車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二萬四千元以下

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選項(A)：「當場禁止其行駛」非正確答案，本題原公

布答案( BCE )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E)無誤 

第 36 題：【考生號碼：38010、38043 提】 

1.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 條規定：「道路因車輛或行人臨時通行量顯著增

加，或遇突發事故，足使交通陷於停滯或混亂時，警察機關或執行交通勤務之警

察，得調撥車道或禁止、限制車輛或行人通行。」，有關選項(D)：「禁止行人穿越

道路」屬禁止行人通行之範疇，選項(D)為正確答案，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D )

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D )無誤 

第 37 題：【考生號碼：38043 提】 

1.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2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

「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

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

予舉發：…六、深夜時段（零至六時）停車，有本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之情形。

但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停車或停車顯有妨礙消防安全之虞，或妨礙其他人

車通行經人檢舉者，不在此限。」，有關選項(C)：「行人穿越道停車」之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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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第 12 條第 1 項第 6 款所規範之行為，故選項(C)非正確答案，本題原公布答

案( BDE )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DE)無誤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第 21 題：【考生號碼：38010、38049 提】 

1.本題題幹之敘述為利用直角坐標法進行現場測繪時，何者為良好之基準點?因分隔

島具固定不易變動特性，依題意與其選定位置之敘述有無與否並非絕對必要，故

不能將其排除於正確選項之外。選項(E)水溝蓋之特性與人孔或手孔之特性並不完

全相同，有位移或變動之可能，並非良好之基準點。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D )無誤 

第 25 題：【考生號碼：38074 提】 

1.本題題幹之敘述為下列何者為交通事故現場攝影之必要項目?因選項(B)道路障礙

較屬肇因與視線障礙有關之事故，選項(D)燈光主要與夜間肇事有關，二者係屬交

通事故現場攝影之特定項目，依題意並非交通事故現場攝影之必要項目。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E )無誤 

第 28 題：【考生號碼：38049 提】 

1.本題題幹之敘述為肇事逃逸現場輪胎痕跡特性之比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依題意

係指肇事逃逸現場若可得知軸距資料，是否可用來協助研判車型或是車種，因此

選項(D)並不能將其排除於正確選項之外。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 )無誤 

第 29 題：【考生號碼：38010、38074 提】 

1.本題題幹之敘述為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其使用之輪胎，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1431 汽車用外胎（輪胎）標準，胎面磨耗指示

點係標示外胎胎面溝紋磨耗至距溝底一點六公釐處之記號，輪胎胎面如磨耗至該

指示點時，即為輪胎胎紋深度不足一點六公釐，應更換該輪胎，以避免胎紋深度

不足影響行車安全。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管制規則第十四條第三款第一目係配合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九條、第三十九條之一，基於統一法令規定之修正，而

依題意係指輪胎正確安全的使用方法，故(A)選項輪胎胎紋深度達 1.6 公釐之敘述

並不能將其排除於正確選項之外。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E )無誤 

第 38 題：【考生號碼：38074 提】 

1.在事故現場攝影時，其相機應儘可能保持水平，並與拍攝對象成垂直狀況下拍攝，

可以呈現物體的實際狀態，本題所問事故現場攝影的基本要領與注意事項，其中

選項(A)答案：「相機儘可能保持水平並與拍攝車輛垂直」為正確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DE )無誤 

第 39 題：【考生號碼：38010 提】 

1.本題係問最小停車安全視距而非煞車距離，在計算最小停車安全視距時，必須考

慮駕駛人反應時間、行車速率、道路摩擦係數與坡度等參數，故選項(A)煞車力百

分比與選項(B)阻力係數等均非正確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E)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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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 

第 9 題：【考生號碼：38028 提】 

    1. (流量/速率)x長度x車道數=(800/100)x0.2x6=9.6輛小客車，第10輛已被掩埋一半以

上，故採無條件進位。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15 題：【考生號碼：38049, 38074, 38140 提】 

1.公路設施之設計應能滿足尖峰 15 分鐘之交通需求，且本題有提供 PHF 數值，故設計

小時交通量 DHV 應為 ADT*K*D/PHF=1,620 輛/小時。答案維持 B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第 23 題：【考生號碼：38140 提】 

    1.公式中所含變數R，在靜態物理特性為道路設計轉彎半徑，但在動態交通行為中為行

駛中的轉彎半徑，當車輛高速行駛過程有大角度急速變換車道行為，轉彎半徑變小，

離心力加大，等號左側變大，就有發生翻車風險，故應加以防制。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D )無誤 

第 32 題：【考生號碼：38031 提】 

1.本題問的是：影響漸變區段長度的因素，並不是問設置規則中「公式所列的變數」；

另縮減車道數可用於估計縮減之寬度，其數值與縮減之寬度不相同。故維持答案

（A,C,D）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D )無誤 

第 33 題：【考生號碼：38049 提】 

1.交通安全防護設施並不是全部具有降低事故發生後嚴重程度之功能，部分是降低事故

發生機率，例如防眩設施、防護網、拒馬、交通錐、警示燈號等。防護網設於跨越橋

或穿越橋兩側，在於『防止』行人或其他物體下墜下層道路之傷害，並無法阻擋車輛

之下墜，若要歸類於「降低事故嚴重度」，實過於牽強。故答案維持（B,C）。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 )無誤 

七、水上警察學系 

【航海學及輪機學概要】 

第 9 題：【考生號碼：39076 提】 

1.地球表面上任意兩點的最短距離為大圈弧線。當橫跨大洋航行時，在不考量天候

影響、風、流影響下，最經濟的路徑即為大圈航路(great circle track)。但是大圈除

赤道與子午線外，其與各子午線的交角都不相等，因此，欲使船舶專注於改變航

向以保持航行在大圈航路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故在航海實務上，係採用一組

恆向線來逼近大圈航路。大圈航法的解算過程，係在初始條件下，求解大圈航路

上各轉向點位置，即各個緯度和經度，之後，再將各轉向點的位置移轉至麥氏海

圖上，各分段均採用恆向線航法。簡言之，大圈航法係為分段的麥氏航法。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12  題：【考生號碼：39059 提】 

1.本題出處:海巡署，海巡艦船艇輪機教範，頁 P2-21 

原文為: 

「（二）海水冷卻系統的維護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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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機工作中，只有確保海水冷卻系統各設備、管路正常工作，才能使柴油機

處於良好的工作狀態。冷卻系統在使用中必須注意以下事項 

３、海水出口溫度不應超過 55℃，以免鹽分析出而沉澱積垢，影響傳熱效果。」 

 本題為單選及基本概念題型，依題示「海水出口溫度不應超過幾℃?」考生應可明

瞭所測驗題型中「…不應超過幾℃?」指的是主機之海水出口溫度「最高不得超過

幾℃?」。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第 13 題：【考生號碼：39059 提】 

1.釋義：答案「(A)CO2 濃度適當增加」亦正確，故正確答案應為 A D，但因為單選

題，故答「A」或「D」皆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修正為( A )或( D )  

第 19 題：【考生號碼：39059 提】 

1.拉缸是發動機活塞或活塞環將氣缸工作表面拉出傷痕的現象。拉缸造成原因：1、

發動機長時間超負荷工作使氣缸溫度過高。2、活塞或活塞環與氣缸配合的尺寸不

當，如間隙過小等。3、因活塞或活塞環材質低劣而產生損壞變形。4、因冷卻系

統循環不暢、缺少潤滑油等造成溫度過高而使氣缸發生變形，也會出現拉缸現象。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無誤 

第 22 題：【考生號碼：39059 提】 

1.主啟動閥的開啟和關閉是由兩個電磁先導閥控制，氣缸啟動閥電磁先導閥控制空

氣來源於高壓空氣減壓並乾燥後送至排氣閥空氣彈簧。故主啟動閥的開啟與關閉

是由氣動控制，稱汽缸氣動閥並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 )無誤 

第 24 題：【考生號碼：39059 提】 

1.(D)選項之管內流體性質確為輔機配管應注意事項，但輔機配管時並不需要考量管

內流體之「顏色」。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E )無誤 

第 25 題：【考生號碼：39059 提】 

1.皺褶波紋狀既然可「增加結構強度」，即意味著可節省成本，就是產品設計的要因 

2.學術論文為強調論述重點，標題不可能列出其所有原因。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E )無誤 

第 26 題：【考生號碼：39059 提】 

1.題目中並未要求要「直接」或「間接」測量，藉由觀察滑油工作溫度、環境溫度

了解運動部件工作溫度是運轉管理中機械檢查重要項目之一。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E )無誤 

【海巡法規及國際海洋法】 

第 13  題：【考生號碼：  39074  提】 

1.本題原公布正解為(A)，因試題設計時命題筆誤，而造成現行選項(B) 九比一至一

比一之間  （原設計應為(B) 一比九至一比一之間）。 

 故現行選項(B) 九比一至一比一之間 事實上與 選項(A)一比一至九比一之間 應

為相同結果，均為正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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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修正為( A )或( B )  

第 31題：【考生號碼：39059 提】 

1.命題老師於撰寫題目漏字母 A，正確名稱應為 Avid PARDO。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DE )修正為( ADE ) 

第 32題：【考生號碼：39059 提】 

1.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從 1973 年 12 月 3 日在紐約開幕後，總共 9 年，11 期、

16 次會議（第一會期至第六會期，每會議召開一次會議、第 7 至第 11 會期召開 2

次會議）。所以總共 16 次，亦非考生原來所提的 15 次，命題老師解答誤植 E 為

正確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CDE)修正為(ACD) 

第 33題：【考生號碼：39059、39076 提】 

1.本題乃是考有關直線基線，並非特殊基線，低潮高地於第 13 條並非是用作為基

點，而是基線從而該條之規定又為特殊基線之規定，而非直線基線。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D )無誤 

第 34題：【考生號碼：39059 提】 

1.本題題幹問的是有關「公海自由原則」之敘述，並未問「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來判斷「公海自由原則」。尚且，無論是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於履

行條約之義務以及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300 條之規定，皆有類似之規

定。此外，依據第 87 條第 1 款之規定，公海對所有國家開放。以及與公海自由有

關的船旗國專屬管轄權之規定，以及無國籍船舶可對其登臨之結果，再再皆顯示

只有國家才能夠行使公海自由。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E )無誤 

第 39  題：【考生號碼：39059、39076 提】 

1.本題原公布正解為(BD)，因試題設計時未臻周延，故同意考生所提之釋疑要點及

理由，增列選項(A)為複選解答之一。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D )修正為( AB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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