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文與憲法1 

中央警察大學 107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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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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

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請問上述

文字應屬哪一學派之思想？

(A)道家 (B)法家 (C)兵家 (D)墨家

2. 關於下列書籍與作者的配對，何者正確？

(A)《資治通鑑》：司馬相如 (B)《文心雕龍》：劉禹錫

(C)《聊齋誌異》：蒲松齡 (D)《昭明文選》：施耐庵

3. 「舉世皆合流，唯你患了潔癖 / 眾人皆酣睡，唯你獨醒 / 逆風而飛是高昂的令旗 / 逆流而泳

是矯健的龍舟 / 急鼓齊催，千槳競發 / 兩千年後，你仍然待救嗎？/不，你已成江神，不再是

水鬼 / 待救的是岸上淪落的我們 / 百船爭渡，追蹤你的英烈 / 要找回失傳已久的清芬」請問

這首詩中所歌詠的「你」應為何人？

(A)曹娥 (B)杜甫 (C)屈原 (D)李白

4.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

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

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而□□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

如者不合。」請問上述□□中應填上何人的名字？ 

(A)孟軻 (B)莊周 (C)孔丘 (D)墨翟

5. 請將下列文學作品依時代先後排列順序：（甲）左傳（乙）淮南子（丙）正氣歌（丁）杜工部

集（戊）本草綱目

(A)甲丙戊丁乙 (B)甲乙丁丙戊 (C)乙甲丁戊丙 (D)丙甲乙戊丁

6. 下列何組成語之用字完全正確？

(A)莫明其妙 / 一蹶不振 (B)怨天由人 / 有目共睹

(C)行事莽撞 / 量入微出 (D)兢兢業業 / 坐以待斃

下載更多警察特考、警大考試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請上網搜尋
〝警大考古題庫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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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第 7-9 題） 

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

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

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

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

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

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史記．張

釋之馮唐列傳》） 

7. 請問文中之「犯蹕」為何意？

(A)企圖喊冤告御狀 (B)亂丟廢棄物 (C)製造噪音 (D)違反交通管制

8. 張釋之執法時，所欲依循及維護的基本精神為何？

(A)法律的公平性 (B)治亂世用重典 (C)法律須因時制宜 (D)法律須優先保障弱勢

9. 請問故事最後，犯蹕之人遭到何種處分？

(A)斬首示眾 (B)無罪開釋 (C)判處罰金 (D)流放邊疆

10.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請問上述文字應

屬哪一學派之思想？

(A)儒家 (B)法家 (C)道家 (D)墨家

11. 大法官釋字第 380 號解釋明確指出，憲法第 11 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度

性保障；就大學教育而言，應包含研究自由、學習自由及下列何者？

(A)教務自由 (B)管理自由 (C)教學自由 (D)發展自由

12. 大法官釋字第 479 號解釋提及，憲法第 14 條規定人民有結社自由，旨在保障人民為特定目的，

以共同之意思組成團體並參與其活動之自由。攸關其存立之目的、性質、成員之認同及與其他

團體之識別，屬下列何事項？

(A)團體成員之選定  (B)團體名稱之選定 (C)團體屬性之選定 (D)團體地域之選定

13. 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屬於何種賠償責任？

(A)無過失責任主義 (B)有過失責任主義 (C)違法有責賠償主義 (D)須重大過失主義

14. 依憲法第 23 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

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稱為：

(A)公益優先原則 (B)處罰法定主義 (C)信賴保護原則 (D)立法比例原則

15. 依刑事補償法規定，受害人於符合法定情形，得請求國家補償案件，含依刑事訴訟法、軍事審

判法及下列何者？

(A)提審法 (B)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C)少年事件處理法 (D)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16. 地方法院及其分院、高等法院及其分院管轄區域之劃分或變更，由下列何者定之？

(A)立法院 (B)司法院 (C)行政院 (D)最高法院

17. 不得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規定之罷免案提議人，包括現役軍人、公務人員及下列何者？

(A)行政機關之志工 (B)有犯罪前科之人

(C)有政治目的之落選人 (D)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

18. 依勞資爭議法規定，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得依本法所定之調解、仲裁或下列何種程序處理？

(A)裁定程序 (B)裁決程序 (C)和解程序 (D)契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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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內政部基於全國國土合理規劃及區域均衡發展之需要，擬將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

（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應擬訂改制計畫，徵詢相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意見後，報

請下列何者核定？

(A)立法院 (B)總統 (C)公民投票 (D)行政院

20. 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業，認為有妨害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以下列何者限制之？

(A)政策 (B)命令 (C)行政指導 (D)法律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請問下列成語中，何者有錯字？

(A)為人垢病 (B)讚譽有佳

(C)功虧一潰 (D)鞠躬盡粹

(E)油然而生

22. 說話行文時，不用本來常使用的詞語，另用其他詞語來取代，此稱「借代法」。請問下列關於

借代法的使用何者正確？

(A)「巾幗」英雄：女子 (B)飛「羽觴」而醉月：酒杯

(C)「黃髮」垂髫：孩童 (D)「紅顏」棄軒冕：美女

(E)臣本「布衣」：平民

23. 下列有關稱謂之用法何者正確？

(A)賢喬梓：對他人兄弟的尊稱 (B)賢伉儷：對他人夫婦之尊稱

(C)連襟：姊妹的丈夫彼此互稱 (D)賢昆仲：對他人子女之尊稱

(E)妯娌：姑嫂之間相互的稱呼

24. 下列文句中關於「數」的辭意解釋，何者正確？

(A)《莊子．秋水》：「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計算

(B)《孟子．告子上》：「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數目

(C)《孫子．行軍》：「屢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屢次

(D)蘇洵〈六國論〉：「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命運

(E)《孟子．梁惠王上》：「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粗大

25. 請問下列現代文學作家及其作品的組合何者正確？

(A)余光中：《文化苦旅》 (B)三毛：《撒哈拉的故事》

(C)龍應台：《野火集》 (D)白先勇：《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E)張愛玲：《傾城之戀》

26. 關於下列古典小說之故事內容簡介，何者正確？

(A)《西遊記》：唐三藏帶領三個徒弟去西天取經的故事

(B)《紅樓夢》：賈寶玉的愛情故事及賈府由盛而衰的過程

(C)《西廂記》：西門慶及其妻妾的荒淫生活

(D)《水滸傳》：政治腐敗，官逼民反，英雄好漢被逼上梁山的故事

(E)《儒林外史》：諷刺科舉制度的黑暗及對讀書人造成的負面影響

27. 請問下列選項中，何者與《史記．循吏列傳》：「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之「遺」用法相同？

(A) 韓非子．難二》：「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

(B)《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C)《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D)《古詩十九首》：「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

(E)《韓非子．有度》：「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下載更多警察特考、警大考試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請上網搜尋〝警大考古
題庫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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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請選出下列「」中，字音前後相同之選項：

(A)揮淚斬馬「謖」/ 國家社「稷」 (B)體型粗「獷」/ 心「曠」神怡

(C)文學造「詣」/ 彈「指」之間 (D)星光熠「熠」/ 努力學「習」

(E)翻「譯」小說 / 水郵山「驛」

29. 文學作品中出現的數字分兩類，一類為能確切指稱實際數量的「實數」，反之則為「虛數」，請

問下列例子中的數字「三」何者為「實數」？

(A)三心二意 (B)三折肱成良醫

(C)煙花三月下揚州 (D)三從四德

(E)二桃殺三士

30. 下列關於莊子之敘述，何者正確？

(A)為道家學者 (B)提出性惡說

(C)主張化性起偽 (D)曾與惠施進行魚樂之辯

(E)提倡心齋、坐忘、逍遙遊

31. 得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資格，包括下列何者？

(A)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且曾設籍十年以上之選舉人

(B)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

(C)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繼續居住六個月以上且曾設籍十五年以上之選舉人

(D)年滿三十五歲

(E)年滿四十歲

32. 依規定各機關任用公務人員，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其相關能力要求，應與擬任職務

之種類職責相當，包括：

(A)經驗 (B)體格

(C)學識 (D)反應

(E)才能

33. 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包括下列何者？

(A)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 (B)主管機關所發布之規定

(C)法律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者 (D)有關執行之技術性事項

(E)關於人民之權利者

34. 下列何者隸屬於司法院？

(A)審計部 (B)各級行政法院

(C)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D)各級法院

(E)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35. 下列有關地方制度法之自律規則等之敘述，何者正確？

(A)自律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規或上級自治法規牴觸者，無效

(B)自律規則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由各該立法機關發布，並報各該上級政府備查

(C)地方立法機關得訂定自律規則

(D)地方政府機關有權訂定發布自治條例

(E)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以自治規則定之

36. 下列有關國民教育辦理之原則與階段等之敘述，何者正確？

(A)凡七歲至十六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

(B)對於資賦優異之國民小學學生，縮短其修業年限二年

(C)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前六年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年為國民中學教育

(D)國民補習教育，由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附設國民補習學校實施

(E)國民教育在養成德、義、禮、仁、恥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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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廣播電視法中有關國家廣播電視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政府為特定目的，以政府名義所設立者，為公營廣播、電視事業

(B)電視：指以無線電進行視訊之播送，以供公眾收視、聽

(C)廣播、電視事業使用之電波頻率，為國家所有，由財政部會同主管機關規劃支配

(D)廣播電視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新聞局

(E)廣播：指以無線電進行聲音之播送，以供公眾收聽

38. 有關行政院組織與職掌等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

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

(B)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總統、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C)行政院有向立法院、監察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D)行政院院長辭職或出缺時，在總統未任命行政院院長前，由行政院副院長暫行代理

(E)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

39. 下列何者具有中華民國之國籍？

(A)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

(B)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居住五年

(C)出生於父死亡後，其父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D)歸化者

(E)出生時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40. 人民被逮捕、拘禁時，逮捕、拘禁之機關，在二十四小時內，應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指定

親友包括下列何事項？

(A)得依法聲請提審之意旨 (B)逮捕、拘禁之證據

(C)逮捕、拘禁之原因 (D)逮捕、拘禁之時間

(E)逮捕、拘禁之地點



英文1 

中央警察大學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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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one who committed a homicide shall be pun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de. 

(A) Civil (B) Penal (C) Financial (D) Administrative

2. At trial, the judge decided to dismiss the complaint and the defendant.

(A) discharge (B) disorder (C) dismember (D) dispatch

3. The in charge of the jail said that two inmates broke out of the jail last night. They 

are now working with the police to find out the whereabouts of the two inmates. 

(A) coroner (B) warden (C) plaintiff (D) juror

4. The drug dealer agreed to against the drug ring leader in exchange for a reduced 

penalty.

(A) justify (B) testify (C) certify (D) notify

5. Domestic violence in a household is detrimental to the child.

(A) confidential (B) influential (C) harmful (D) ethical

6. The lawyer filed a motion to the court to release the defendant bail. The judge granted 

his motion and set the bail at 1 million dollars.

(A) in (B) on (C) at (D) of

7. “Buckle up. It’s the law. You may be pulled over if you are not properly buckled up,” highway patrol

officer said. Highway patrol officer is asking drivers to                   .

 (A) fasten seat belt (B) speed up

 (C) keep a safe distance (D) avoid tailgating

8. The murderer was gunned down in the shootout by the police. He was pronounced on 

scene.

(A) to die (B) dead (C) deadly (D) died

9. The drug dealer was busted during a SWAT raid. He was found in possession of 2 kilos of heroin,

authorities said Wednesday.

(A) arrested (B) shot (C) accused (D) coer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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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e defense attorney filed a motion to suppress the DNA evidence, claiming that the evidence had

been contaminated due to improper chain of custody.

(A) retained (B) tainted (C) sustained (D) contained

Qs 11-20 閱讀測驗: 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DNA is a powerful investigative tool because no two people have the same DNA. The only 

exception scientists have found to this is identical twins. The sequence, or order, of the DNA building 

blocks is different in particular regions of the cell, making each person’s DNA unique. Because of this, 

DNA evidence collected at the scene of a crime can link a suspect to the crime or can eliminate someone 

from suspicion. DNA is similar to fingerprints, but has been considered more accurate for the past 

decade. DNA can also link evidence to a victim by using DNA of relatives if the victim’s body cannot 

be found. For example, if technicians have a biological sample from the victim, such as a bloodstain 

found at the crime scene, the DNA taken from that bloodstain can be compared with DNA from the 

victim’s biological relative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bloodstain came from that particular victim. When 

a DNA profile developed from evidence at one crime scene is compared with a DNA profile developed 

from evidence found at another crime scene, the crimes can be linked to each other or to the same 

suspect, making it possible to link crimes committed at a distance from one another.  

  Although many forensic scientists had begun to think of DNA as a miracle identifier, in 2009, 

scientists for the first time found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fabricate DNA evidence from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donor of the blood or the saliva. This means that someone could plant another person’s DNA at 

a crime scene, causing the person whose DNA was found to be considered a prime suspect in a case. 

Whil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DNA evidence will no longer be important, it reinforces that solving 

crimes must continue to rely on more than science to find a guilty party.  

11.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passage?

(A) to show that DNA is a powerful investigative tool

(B) to illustrate how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DNA make different types of comparisons and

eliminations possible

(C) to teach the reader that identical twins have the same DNA

(D) to show how laboratory technicians develop DNA profiles

12. All of the following are true EXCEPT

 (A) everyone, except for identical twins, has different DNA.

 (B) the sequence of DNA building blocks is the same in particular regions of the cell, making

comparisons possible.

 (C) DNA can be used for comparisons or eliminations of offender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D) DNA from relatives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victims.

13.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DNA should be collected from a crime scene because

 (A) it is better than fingerprints.

 (B) there is DNA left at every crime scene.

 (C) it can be used to eliminate potential suspects.

(D) DNA is a new investigative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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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from the passage?

 (A) DNA can be collected from sources other than blood.

 (B) DNA can be collected only from bloodstains.

 (C) DNA cannot be collected from bloodstains.

 (D) DNA can connect crime scenes only if it is taken from bloodstains.

15. The recent scientific finding that DNA evidence can be fabricated is most likely to result in

 (A) discontinuing any efforts to collect DNA at a crime scene.

 (B) the field of forensic science losing its current popularity.

 (C) the end of innocent people being freed from prison on the basis of DNA evidence.

 (D) renewed efforts to find evidence other than DNA at crime scenes.

  Many people confus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ut they are not the same thing. Education is 

knowledge-based and is defined as a body of academic knowledge that is most often learned in a 

classroom setting. Training is coaching to become proficient in particular behaviors or actions. 

Sometimes the two are confused because many training experiences, like a police academy, often 

involve many hours of classroom instruction. Such institutions combine element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remain. Knowledge is theoretical. Using a law enforcement 

example, you can study the laws of arrest without ever having to arrest anyone, but you need to be 

trained in handcuffing techniques if you will be expected to actually take someone into custody. 

Similarly, you can study laws and court cases pertaining to deadly physical force without ever having to 

fire a weapon. Training, on the other hand, is skills-based. It covers what you need to do, as much as 

what you need to know, in order to perform a task or group of tasks. Learning when or why is not the 

same as learning how. 

16.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passage would be

(A) When or Why Is Not the Same As How.

(B) Education versus Training.

(C) The Benefits of Studying Case Law.

(D) The Importance of Handcuffing Techniques.

17.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 is that

(A)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re different.

(B)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re the same.

(C) people often confus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 training is ineffective without the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18. Based on the passage, the activity most likely to be defined as training is

(A) studying for a graduate school entrance exam.

(B) learning the firearms laws.

(C) learning how to fire a shotgun.

(D)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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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Based on the passage, the activity most likely to be defined as education is

(A) learning how to drive. (B) learning the firearms laws.

(C) learning handcuffing techniques. (D) studying for the police entrance exam.

20. The word coaching in line 3 of the passage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A) escorting (B) accompanying

(C) acting (D) guiding and drilling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Only one of the thieves who robbed the jewelry store was caught since his _________ got away.

(A) accomplice (B) adversary

(C) cohort (D) associate

(E) foe

22. The violent offender was convicted of _________ for using a baseball bat to strike his victim.

(A) voltage (B) battery

(C) assault (D) arson

(E) flattery

23. After the riot broke out, officers had to use proper measures to the angry crowd. 

(A) instigate (B) incite

(C) calm (D) impel

(E) quell

24. Drunk drivers pose a serious ____________ to others.

(A) subsidy (B) threat

(C) shield (D) ward

(E) menace

25. Two stowaways were trying to _________ a bus; but fortunately, they failed at last.

(A) hijack (B) jaywalk

(C) take hostage (D) piracy

(E) fraud

26. The future of policing __________ by a number of interrelated factors.

(A) is going to determine (B) will determine

(C) will be determine (D) will be determined

(E) is going to be determined

27. _______________ , Officer Huang is brave.

(A) In spite of being a woman (B) In spite of she is a woman

(C) Woman as she is (D) Despite being a woman

(E) Though a woman is

28. Take an umbrella when you go to Keelung, for it rains ___________ there.

(A) most of the time (B) frequently

(C) most of times (D) as frequent

(E) muc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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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Select the sentences that are written clearly and grammatically correctly.

(A) Having finished the police report, Officer Chang closed the case.

(B) Having finished the police report, the case was closed.

(C) Officer Chang closed the case after he had finished the police report.

(D) As soon as the police report been finished, the case was closed.

(E) No sooner than the case was closed, Officer Chang had finished the police report.

30. Select the sentences that are written clearly and grammatically correctly.

(A) Of all the dogs in the K-9 Corps, Zelda is the most bravest.

(B) In the K-9 Corps, Zelda is braver than other dogs.

(C) Of all the dogs in the K-9 Corps, Zelda is the braver.

(D) In the K-9 Corps, Zelda is the more brave dog.

(E) Of all the dogs in the K-9 Corps, Zelda is the bravest.

31.The defendant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prison. He will be and serve the jail 

term.

(A) interrogated (B) incarcerated

(C) imprisoned (D) put out

(E) put behind bars

32. According the the statistics, many sexual abuse cases are by offenders known to 

the victims.

(A) located (B) permitted

(C) committed (D) perpetrated

(E) offered

33.Police are the death of the gang member and urge people to tip off police about 

the crime.

(A) probing into (B) looking into

(C) investigating (D) looking forward to

(E) breaking into

34.The suspect decided to the police when he found it impossible to escape. 

(A) turn himself in to (B) surrender himself to

(C) give rise to (D) get away with

(E) hand himself in to

35. Drivers should always the pedestrians at intersection. 

(A) look into (B) look out for

(C) watch out for (D) catch up with

(E) run away with

36. Patrol officers saw the crime of hit and run and immediately started the vehicle. 

(A) pursuing (B) chasing

(C) evading (D) running after

(E) looking after

37.Police said the fugitiv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avoid prosecution. His whereabouts is 

unknown.

(A) had fled (B) had absconded

(C) had escorted (D) had escaped

(E) had rev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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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Any patrol officer on duty who sees the crime in progress can pursue the suspect and him 

into custody.

(A) try (B) leave

(C) place (D) find

(E) take

39.Firefighters arrived quickly and within 10 minutes. 

(A) brought the fire under control (B) put up with the fire

(C) put out the fire (D) distinguished the fire

(E) extinguished the fire

40.Choose incorrect and illegal driving behaviors from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s:

(A) to leave a child unattended in the vehicle

(B) to always drive on a sidewalk

(C) to exercise due care by keeping a safe distance

(D) to respect the right of way

(E) to use high occupancy vehicle (HOV) lane whenever you are in a h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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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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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違犯下列何種犯罪不適用中華民國刑法？

(A)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

(B)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劫持使用中之航空器或控制其飛航者

(C)買賣、質押人口者

(D)偽造在外國發行流通之有價證券

2. 某甲與妻子乙辦理離婚手續後，見乙徒步走出戶政機關，心裡越想越不甘願，便駕車自後猛烈

衝撞，致乙死亡，之後甲匿名打電話給 119，僅稱有人受傷並叫救護車後即掛斷。試問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甲成立正當防衛 (B)甲成立良心犯

(C)甲成立自首減刑事由 (D)甲無自首減刑事由

3.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此係所謂的罪責法定原則 (B)此規定中所言之法律包含命令

(C)此規定包含有明確性原則 (D)此規定中所言之處罰包含保安處分

4.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71 號解釋見解，保安處分係針對受處分人何時之危險性所為者？

(A)過去 (B)現在 (C)將來 (D)裁判時

5. 西門町鬧區中有名駕車的嫌犯受到警察追捕，即使他知道鬧區中行人眾多，卻不管三七二十一駕

車橫衝直撞，造成多名行人死亡及輕、重傷。試問對該嫌犯所造成之傷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成立法規競合 (B)成立數罪併罰

(C)成立與罰前行為之情況 (D)成立想像競合

6. 某甲因細故與同班同學數人產生嫌隙。某日雙方在網路上又互相攻擊，甲一氣之下以使人受刑

罰之意思而向警察機關誣告同班同學數人，依實務判例見解，甲之誣告行為之罪數為何？

(A)一罪 (B)數罪 (C)無罪 (D)一部誣告罪、一部無罪

7. 甲整天沉迷於手機的通訊軟體，父親乙為糾正甲沉迷手機的情況，將其手機沒收，甲甚為氣憤

而以一般傷害之意思，推倒父親乙倒地，乙幸未受傷，甲成立下列何罪？

(A)傷害未遂罪 (B)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未遂罪

(C)加暴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D)加暴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未遂罪

下載更多警察特考、警大考試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請上網搜尋〝警大
考古題庫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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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老甲父照顧腦性麻痺兒子乙多年，身心俱疲，心想萬一自己先走一步，腦麻的兒子將無人照

顧，境況堪憂。因此某日向兒子表示想要殺了他，兒子亦知父親的心情，便點頭同意。之後甲

便將乙勒斃，結束之後向警察自首。試問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甲成立義憤殺人罪 (B)甲因情有可原而不成罪

(C)甲成立受囑託殺人罪 (D)甲成立殺害直系血親卑親屬罪

9. 員警甲受人之託將其他同仁所拍攝之交通違規採證照片抽取出，並混入其他違規採證廢片中，

令其他不知情之同仁不定期將該違規採證廢片一同銷毀。請問甲成立：

(A)毀損罪

(B)毀棄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

(C)因為甲未親手直接銷毀該違規採證相片，故無罪

(D)侵害文告罪

10. 大貨車駕駛甲已連續十餘日過勞工作，甲也清楚知道自己本身已無清醒安全駕駛之能力，但為

家計仍強行開車上路。當日凌晨時分因打瞌睡撞上在路邊執勤之警察人員，造成重大傷亡。下

列敘述何者為是？

(A)甲成立殺人罪

(B)甲因精神不濟而得主張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之限制責任能力

(C)甲之行為屬於所謂的超越承擔之過失

(D)甲成立原因自由行為

11. 員警據報 A 與友人於 KTV 唱歌狂歡，或有使用毒品助興的情形。經前往「臨檢盤查」發現 A

等人於某包廂飲酒作樂，且似有東西「燒焦」氣味但未有見到可疑物品。惟員警綜觀現場情況

研判，認為 A 所攜行李應有搜索必要。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依刑事訴訟法第 128 條之 1「實施搜索」

(B)依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附帶搜索」

(C)依刑事訴訟法法第 131 條第 1 項「逕行搜索」

(D)依刑事訴訟法法第 131 條第 2 項「緊急搜索」

12. 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偵訊過程經權利告知後，犯嫌要求委任辯護人，辯護人亦已到場。試問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警察偵查過程中，犯罪嫌疑人可與辯護人接見 4 小時

(B)警察因偵查必要，可以禁止犯罪嫌疑人與辯護人接見

(C)警察偵訊過程，辯護人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拒絕回答

(D)警察偵訊過程，可以偵查不公開禁止辯護人在場

13. 有關偵查階段羈押強制處分之程序進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應先行逮捕 (B)採嚴格證明法則

(C)證人應行交互詰問 (D)書證適用傳聞法則

14. 羈押係拘束刑事被告身體自由，並將之收押於一定處所，乃干預身體自由最大之強制處分，使

刑事被告與家庭、社會及職業生活隔離，非特予其心理上造成嚴重打擊，對其名譽、信用等人

格權之影響甚為重大，自僅能以之為保全程序之最後手段，允宜慎重從事。試問實務運用上法

官裁定羈押處分之考量，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犯罪嫌疑重大 (B)犯罪事實重大

(C)現罹疾病非治療難以痊癒 (D)特定犯罪反覆實施

15. 有關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之 1「同意搜索」、第 133 條之 1「同意扣押」條文適用，下列敘述何

者最為正確？

(A)實施對象均限犯罪嫌疑人 (B)實施前均應告知權利

(C)實施過程均應記載筆錄 (D)實施後均應經法官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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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甲與乙因金錢糾紛，認乙涉嫌詐欺，遂委任告訴代理人丙向檢察官提出告訴。檢察官認被告乙

犯罪嫌疑不足為不起訴處分。惟當時甲至國外出差，出國前曾囑託告訴代理人丙謂倘檢察官為

不起訴，務必聲請再議。但丙因業務繁忙，竟忘記於再議期間內提出聲請。告訴人甲返國後，

得否依法聲請回復原狀，並為再議之聲請？

(A)依法可向原檢察官聲請回復原狀

(B)依法可向上級檢察署檢察長聲請回復原狀

(C)遲誤再議之期間不適用回復原狀之救濟

(D)告訴代理人過失不得聲請回復原狀

17. 暴力討債集團打電話到向地下錢莊借錢的小吃店家，對於店家主人告以：若未能於三天內繳息

還錢，生意就不要做了。法庭上檢方提出上述通話監聽「錄音帶」及其「譯文」用以證明恐嚇

行為。對於本項證據法院進行證據調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對於「錄音帶」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164 條第 1 項進行證據調查

(B)對於「錄音帶」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164 條第 2 項進行證據調查

(C)對於「譯文」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165 條第 1 項進行證據調查

(D)對於「譯文」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165 條之 1 進行證據調查

18. 刑事案件第一審通常審理程序，包括以下各項階段：（甲）權利告知，（乙）人別訊問，（丙）

證據調查，（丁）言辭辯論。其階段程序先後排列，以下說明何者正確？

(A)乙→甲→丁→丙

(B)甲→乙→丙→丁

(C)甲→乙→丁→丙

(D)乙→甲→丙→丁

19. 共同被告甲、乙二人經檢察官以涉嫌共同竊盜罪提起公訴。被告甲於偵查及審判中均供稱乙是

主謀且侵入被害人家中行竊，自己僅在外負責把風；乙於偵查及審判中則始終堅稱自己並未涉

案。法院倘要以被告甲審判中之陳述作為共同被告乙不利之證據使用時，是否應以裁定將甲與

乙之調查證據程序分離？

(A)保障被告乙對甲行使反對詰問之機會應裁定分離

(B)共同被告甲、乙之竊盜係屬被告不同之二案件應裁定分離

(C)保護甲接受辯護人援助及保持緘默之權利不應裁定分離

(D)因甲與乙具共同被告之關係不應裁定分離

20. 某教學醫院主治醫師，不滿大陸「小三」劈腿，到大陸迷昏該女子後綑綁、迷姦、再殺害。稍

後，刑事局派人到大陸取回：被害人家屬筆錄、DNA 鑑定書、解剖報告書等「書證」。就本項

「書證」之證據調查，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該當供述證據 (B)該當傳聞證據

(C)該當傳聞例外 (D)非屬公證文書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依實務觀點，有關判斷行為與結果間具備相當因果關係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需依經驗法則判斷

(B)為客觀之事前審查

(C)需配合客觀歸責為審查

(D)在一般情況下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生發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

(E)需具備合法則關係

22. 犯下列何罪，而有特定情形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

(A)強制性交罪 (B)強制猥褻罪

(C)公然猥褻罪 (D)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

(E)犯強盜罪而擄人勒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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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關刑法中共犯之敘述何者為是？

(A)教唆犯是指從事於以興起他人之犯行決意行為為主之犯罪

(B)幫助犯是對已有犯行決意者協助、促進其實現之犯罪

(C)被教唆者儘管未著手實行所教唆之犯罪，教唆人仍成立未遂教唆

(D)被幫助者儘管未著手實行犯罪，幫助人仍成立未遂幫助

(E)我國刑法體系係採單一正犯制度

24. 無故侵入他人何處所成立侵入住宅罪？

(A)住宅旁附連圍繞之花園 (B)建築物

(C)汽車 (D)船艦

(E)住家

25. 對於刑法中自首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需犯罪尚未發覺前為之 (B)需有接受裁判之意思

(C)應減輕其刑 (D)自首者屬中止犯

(E)自首得委託他人為之

26. 甲係乙之父親，甲年輕時喜好拈花惹草，長年不返家，以致乙孤單成長。數十年後，在外的甲

因病成為無自救力之人，並轉頭回家要求乙之扶養。乙在下列何條件下，對甲不為其生存所必

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時，不罰？

(A)甲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持續逾二年

(B)甲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持續逾三年

(C)甲對乙未盡扶養義務須情節重大

(D)甲對乙須先違犯有遺棄罪

(E)甲喜好拈花惹草行為係人之本性，故乙不得拒絕扶養之

27. 對刑法第 230 條之血親性交罪，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與直系血親為性交者 (B)與姻親為性交者

(C)與三親等內姻親為性交者 (D)與三親等內旁系血親為性交者

(E)須限於與未成年血親為性交者

28. 甲男與乙女結婚，乙因毒品犯罪嫌疑而受警察機關調查。甲為求乙能順利脫身，故將乙的犯罪

證據加以湮滅。其實乙女在與甲男結婚前便已經先與他人結婚，而甲則被瞞在鼓裡。以下敘述

何者為是？

(A)甲違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B)甲成立通姦罪

(C)乙成立詐欺罪

(D)甲不得主張適用刑法第 167 條親屬間犯湮滅證據罪而減免其刑

(E)乙成立重婚罪

29. 刑法第 28 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對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為共同正犯之規定 (B)正犯僅限於二人

(C)二人當中亦包括教唆犯 (D)所謂實行係指充足構成要件之行為

(E)二人當中亦包括幫助犯

30. 在「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之情況下，犯罪所得，非屬於犯罪行為

人者，沒收之。此處所謂的「非屬於犯罪人者」，指犯罪行為人以外之何者？

(A)自然人 (B)法人

(C)非法人團體 (D)人工智能人

(E)植物人

下載更多警察特考、警大考試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請上網搜尋〝警大考古題
庫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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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甲警為查緝走私毒品，裝置衛星定位追蹤器於 A 使用貨車下方底盤，用以接收其所在位置之

經緯度、地址及停留時間等行蹤數據。然甲於他日取回先前安裝衛星定位器過程中，為Ａ察覺

而遭現場壓制並向地檢署提出告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蒐集定位資料屬偵查職權

(B)甲蒐集定位資料屬依法行為

(C)甲蒐集定位資料屬強制處分

(D)甲蒐集定位資料屬勘驗行為

(E)甲蒐集定位資料有證據能力

32. A 駕駛轎車撞上路邊垃圾箱，經路人報案，甲員警駕巡邏車抵達現場，見 A 神情恍惚、氣味

奇怪、言語粗暴，故要求隨同到警局接受調查，但過程中 A 多次意圖趁隙離開並不願配合，

甲警依其多年執勤經驗認為 A 似有吸毒，方以現行犯逮捕之。甲警對 A 之蒐證行為，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得予以採取指紋、掌紋、腳印

(B)得予以採取毛髮、聲調、吐氣

(C)得予以採取唾液、尿液、血液

(D)得予以附帶搜索所持物品

(E)得予以附帶扣押駕駛轎車

33. 關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之適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證人接受偵訊問，均可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陪同在場

(B)被告接受偵訊問，均可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陪同在場

(C)偵查機關為維護公共利益，得公開揭露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

(D)被告接受偵訊時，辯護人得主張接見交通

(E)被告接受偵訊時，辯護人得在場並陳述意見

34. 甲於警詢時自白其販賣毒品予乙之犯行，於審判中抗辯其於警詢所為自白，不具證據能力。下

列敘述，依實務見解，何者正確？

(A)如詢問警員未依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1 第 1 項之規定，就詢問經過全程連續錄音，而係

於警詢筆錄製作完成後，再由甲照唸警詢筆錄內容予以錄音，則甲於警詢之自白，不得作

為證據，並無例外情形

(B)如詢問警員告訴甲有關警方已經取得甲、乙以行動電話聯絡購買毒品過程之通訊監察錄音

之不實事項，甲因認否認犯行將不利於己而為自白，則甲於警詢之自白，不得作為證據，

並無例外情形

(C)如詢問警員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之 1 第 2 項有關不得於夜間詢問之規定，則甲於警詢之

自白，除有特殊例外情形外不得作為證據

(D)如詢問員警對逮捕到案之甲未告知其得選任辯護人，則甲於警詢之自白，不得作為證據，

並無例外情形

(E)如詢問警員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3 有關不得於夜間詢問之規定，則甲於警詢之自白，

除有特殊例外情形外不得作為證據

35. 犯罪偵查過程司法警察甲詢問具重要關係之證人乙，過程中發現其涉嫌重大故轉為被告，並經

選任辯護人且亦到場後繼續詢問，並製作完成相關偵訊筆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乙為證人之偵訊筆錄，為自白證據

(B)乙為證人之偵訊筆錄，為傳聞證據

(C)乙為證人之偵訊筆錄，辯護人依法可閱卷

(D)乙為被告之偵訊筆錄，辯護人依法可閱卷

(E)乙為被告之偵訊筆錄，辯護人依法應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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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甲犯竊盜及妨害自由二罪，並均經檢察官偵查終結。檢察官對甲所犯二罪之終結方式，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甲一人犯二罪，檢察官得予以合併起訴

(B)甲一人犯二罪，檢察官得予以單一起訴，並另為不起訴

(C)甲一人犯二罪，檢察官得先起訴一罪，後再為另一罪之獨立起訴

(D)甲一人犯二罪，檢察官得先起訴一罪，後再為另一罪之追加起訴

(E)甲所犯二罪，乃各自獨立之罪，檢察官僅能為分別起訴

37. 甲、乙與 A 素有嫌隙，某日兩人侵入 A 宅行竊。現 A 到派出所提告：「甲竊盜。」試問 A 所

提告訴之範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之竊盜行為 (B)甲之侵入住宅行為

(C)乙之竊盜行為 (D)乙之侵入住宅行為

(E)不及於乙之行為

38. 有關刑事訴訟法「證據裁判主義」、「自由心證」之基本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法官應職權調查被告有利、不利證據

(B)法官就檢察官舉證之證據能力可自由心證

(C)法官職權調查被告自白證據能力

(D)法官就檢察官舉證之證明力可自由心證

(E)法官就被告舉證之證明力可自由心證

39. 乙妻發現甲夫與丙女之姦情，乙為成全甲憤而與其離婚。離婚後，心有不甘，控告甲、丙通姦

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乙不得對甲提起自訴 (B)乙對丙提自訴，效力及於甲

(C)乙對丙提告訴，效力及於甲 (D)乙對丙撤回告訴，效力及於甲

(E)乙對甲撤回告訴，效力及於丙

40. 甲涉嫌殺人而被通緝，嗣後自行投案，並於警詢中甲自承有持刀殺人。然審判中，甲主張警詢

中遭乙警刑求，並聲請傳訊先前曾聽聞刑求情事之證人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乙警察如已證述其未刑求，法院即得駁回證人丙之調查

(B)甲於審判外向乙警所為陳述係屬傳聞，有傳聞法則之適用

(C)甲之自白得否作為認定其殺人之依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

(D)法院不得逕以甲偵查中未爭執，至審理中始主張刑求即認刑求抗辯不足採信

(E)丙於法庭作證所為陳述係屬傳聞，有傳聞法則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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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7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水上警察學系 

科目：海巡法規及國際海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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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我國領海與相鄰國家間之領海重疊時，以等深線為其分界線

(B)領海基線之劃定以正常基線為原則

(C)外國公務船舶通過我國領海應先行告知

(D)我國尚未針對外國船舶無害通過我國領海之管理訂定專門法令

2. 正航經我國內水時，發生在外國公務船舶內之犯罪，不論其犯罪行為對於我國有無影響，管轄

權屬於下列何者？

(A)船籍國 (B)中華民國

(C)犯罪被害人之國籍國 (D)犯罪行為人之國籍國

3. 依據《外國船舶無害通過中華民國領海管理辦法》規定，外國船舶通過我國領海時，未經許可，

不得進行海洋科學研究。此類行為之查察及取締，由下列哪一機關執行？

(A)海岸巡防機關 (B)國防部 (C)農業委員會 (D)航政司

4.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海關關員執行緝私職務時，不得佩帶武器、械彈

(B)海關因緝私必要，若需要命船舶停駛或回航至指定地點時，應聯繫並請求海岸巡防機關協

助，不得逕行為之

(C)海關緝私，應在我國通商口岸，沿海 12 浬以內之水域

(D)軍警機關在非通商口岸發覺違反海關緝私法令之情事時，得逕行查緝

5. 依據《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間接強制方法？

(A)怠金 (B)註銷證照 (C)限制使用動產 (D)拆除住宅

6. 日本實務機關及學者，將「海上保安廳」稱之為「海上警察機關」，我國海巡機關按照下列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幾號解釋文對警察意義的詮釋，也可以將海巡機關視為是一種廣義的、學理

上的警察？

(A)第 630 號 (B)第 521 號 (C)第 623 號 (D) 第 588 號

7. 依據《海岸巡防法》第 5 條規定，對巡防機關人員的職權類型規範，不包括以下何者？

(A)文書出示 (B)安全檢查 (C)搜索 (D)逮捕

下載更多警察特考、警大考試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請上網搜尋
〝警大考古題庫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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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據《海岸巡防法》第 6 條有關人身搜索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一經拒絕，則不得搜索人身

(B)搜索人身可以是出於認為必要者

(C)在無女性海巡官員在場的情況下，男性海巡官員也得搜索婦女之身體

(D)在搜索人身前，可先命其交付身上之物品

9. 依據《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海巡機關人員依法所使用的器械，於結束後都應即時報告該管長官

(B)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致命之部位

(C)使用器械時，應注意勿傷及其他第三人

(D)該法所稱之器械，其種類及規格，由行政院訂定之

10. 依據《國家安全法》第 4 條規定，無正當理由拒絕或逃避海巡人員所實施之檢查，對於該拒絕

或逃避者的處罰，下列何者正確？

(A)屬於執行罰 (B)屬於秩序罰

(C)屬於刑罰 (D)屬於懲戒罰

11. 有關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軍艦」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屬於一國之武裝部隊

(B)配備有服從正規武裝部隊紀律的船員

(C)具備辨別軍艦國籍的外部標誌

(D)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英文文本之「軍艦」為「Military ships」

12.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區域（Area）」之法律地位，下列何者錯誤？

(A)「區域」及其資源為全人類之共同財產

(B)對「區域」內資源的一切權利由聯合國大陸礁層委員會代表全人類行使

(C)任何國家不應對於「區域」內的資源行使主權性權利

(D)「區域」內的利用與活動應專為和平目的

13. 有關沿岸國在其專屬經濟海域內執行其國內相關法令，下列何者正確？

(A)發現違法之外國船舶，得逕行武力射擊

(B)對於違反其漁業法令之外國船舶，原則上不得對其船員施加監禁之處罰

(C)被逮捕之船舶及船員在提出適當之保證或其他擔保後，沿岸國得考量釋放船員，但船舶部

分得逕行沒收

(D)針對逮捕或扣留外國船舶之處置措施，沿岸國不須通知船旗國

14. 有關國際海洋法法庭之組織構成，下列何者正確？

(A)法庭由 15 名獨立法官組成

(B)法庭所在地為德國柏林

(C)法庭認為合宜時得在其他地方開庭並執行職務

(D)法庭法官任期 9 年，不得連選連任

15.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美國政府為公約之保管者

(B)公約締約國不得退出公約

(C)除非公約其他條款明示許可，對公約不得作出保留或例外

(D)聯合國大會主席應按照公約規定召開必要的締約國會議

16. 當今的公海自由論，最早與下列何人的主張內容有所關聯？

(A)格老修斯（Hugo Grotius） (B)約翰·雪爾敦（John Selden）

(C)約翰·卡波特（John Cabot） (D)威廉·威爾伍德（William Welwood） 

下載更多警察特考、警大考試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請上網搜尋〝警大考古
題庫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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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33 條有關鄰接區之規定，就該條文之文義來判斷，有關

沿海國對鄰接區之管轄權，下列何者正確？

(A)僅有規範管轄權 (B)僅有執行管轄權

(C)有規範與執行管轄權 (D)有立法與司法管轄權

18.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下列何者並非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內，就生物資源所

課予沿海國之義務？

(A)最適度利用義務

(B)實施養護與管理措施義務

(C)適當顧及義務

(D)依據同公約第 58 條確保第三國於專屬經濟區之自由義務

19.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54 條有關船舶和飛機在通過時的義務、研究和測量活動、群

島國的義務之條文文字中，使用「mutatis mutandis」一詞，該詞之意義，對照以中文為作準文

字之同公約版本，應翻作為以下何者較為妥適？

(A)類推適用 (B)準用 (C)適用 (D)比照適用

20. 依據「赫德伯格模式」（Hedberg formula），劃定外部大陸架範圍之各點所應考慮的因素，下列

何者並不包括在內？

(A)大陸坡腳的位置 (B)擬採取點的沉積岩厚度

(C)擬採取點與大陸坡腳的距離 (D)擬採取各點間的距離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規定，下些何種情形造成污染者，不予處罰？

(A)為緊急避難者 (B)為確保船舶或航空器安全者

(C)為發展國家經濟者 (D)為執行國際合作計劃者

(E)為維護國家安全者

22.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相關規定，對於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

止水域之大陸地區船舶，相關機關所得採取之措施為何？

(A)由海上執法機關逕行船體射擊

(B)經扣留者，處以罰鍰，並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訂定裁罰標準

(C)若船舶係屬抽砂船，經扣留者，得對其處以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上 1,000 萬元以下罰鍰

(D)罰鍰處分對象包含船舶之船長與船上所有船員

(E)主管機關得逕行驅離或扣留其船舶，留置其人員

23. 有關我國政府公告之領海基線，下列何者正確？

(A)迄今我國已經公告三批領海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

(B)釣魚台列嶼採直線基線方式

(C)中沙群島（黃岩島）採正常基線方式

(D)南沙群島全部採取直線基線方式

(E)我國於民國 88 年 2 月 10 日公告「中華民國第一批領海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

24. 有關我國公告之限制及禁止水域，下列何者正確？

(A)限制及禁止水域之範圍，由內政部公告之

(B)太平島之限制水域範圍為該島周邊低潮線向外延伸 4,000 公尺至 6,000 公尺以內海域

(C)大陸船舶進入臺灣地區禁止水域者，得強制驅離

(D)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水域之大陸船舶若有拒絕停船受檢之行為時，得直接射擊並視情況予以

擊毀

(E)東沙地區之禁止水域範圍為該島周邊自領海基線起 12 浬海域

下載更多警察特考、警大考試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請上網搜尋〝警大
考古題庫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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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依物質棄置於海洋，對海洋環境之影響，將此

類物質進行種類區分，有關此類物質的種類與管理，下列何者正確？

(A)應區分為甲類、乙類或丙類

(B)甲類物質，於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後，得棄置於海洋

(C)乙類物質，於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期間及總量範圍內，始得棄置

(D)乙類物質，每次棄置均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E)丙類物質，不得棄置於海洋

26.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規定，我國政府基於下列何種目的得在鄰接區內制定相關法令？

(A)防止在領土內違犯有關海關、財政、移民或環保法令等情事發生

(B)處罰在領海內違犯有關海關、財政、移民或環保法令等之行為

(C)防止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內有違法捕魚之行為

(D)處罰在公海或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內有關海洋污染之行為

(E)防止在我國領海內有任何違反無害通過之情事發生

27. 依據《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規定，巡防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有關使用「砲」的規定，

下列何者正確？

(A)應經巡防機關最高首長就相關情況進行合理判斷

(B)必須在必要限度內使用砲

(C)若遭受武力危害時，得不經通報即可當場立即使用砲

(D)對涉嫌走私、非法入出國之人員或船舶，依法執行緊追、登臨、檢查等程序後，仍脫逃時，

得使用砲

(E)必須在無其他手段制止時，方可考量使用砲

28. 依據《國家安全法》所劃定之海岸管制區，下列何者正確？

(A)範圍為臺灣地區海岸之領海基線以迄基線外側起算 500 公尺以內之地區

(B)海岸管制區設檢查哨，由警察機關執行管制任務

(C)可區分為海岸經常管制區與海岸特定管制區

(D)戶籍設於海岸管制區者，得憑身分證明文件經查驗後入出，無須申請許可

(E)人民入出海岸管制區，應向該管警察機關申請許可

29.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於海上查緝走私，下列何者正確？

(A)依據該法之規定，軍警機關在非通商口岸只能協助查緝

(B)依據該法之規定，緝私水域的計算乃是以基線來起算至 24 浬

(C)係爭違法船舶，該船舶的用途乃是專門用來載運私貨，則主管機關可沒入該船舶

(D)為避免查緝，而將貨物或貨物有關文件，毀壞者，依該法僅得處罰行為人，不可沒入該船舶

(E)該法所處之罰鍰，若是以貨價來計算者，不論進口、出口，一律以完稅價格論

30. 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公務人員參與政黨活動，下列何者正確？

(A)公務人員不得加入任何政治團體

(B)公務人員不得兼任政黨職務

(C)公務人員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D)公務人員得於休假期間從事政黨之活動

(E)公務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介入黨派紛爭

下載更多警察特考、警大考試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請上網搜尋〝警大考
古題庫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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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依據《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對於生物資源的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對定居種生物資源之未經許可探勘，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00

萬元以下罰金

(B)對洄游於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內外之魚種，而外國船舶又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捕獲，不罰

(C)違反許可內容或目的者，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採（捕、撈）

獲物

(D)對於跨界魚類種群，外國政府應適當顧及我國之主權權利

(E)對於違反《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而捕撈生物資源之船舶，依該法可以扣

留但提供保證書或適當之財物擔保者，應准放行

32.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之規定第 17 條所謂：「不遵守法令之規定，在中華民

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傾倒、排洩或處置廢棄物或其他物質者」，依據該法應為何等之制裁？

(A)應處以行政罰 (B)應處以刑事罰

(C)此為行為犯 (D)性質上屬秩序罰

(E)必須出於刑法上之故意

33. 有關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立法史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總共召開了 12 個會期

(B) 1982 年 12 月 10 日通過了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該公約隨即生效

(C)聯合國「海底委員會」的成立乃是於第二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召開期間

(D)第二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最主要討論的問題是：支配深海底的基本原則

(E)於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所設立的海底委員會，不再適用聯合國《大會議事規則》

34.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領海基線的規定，下列何者規範內容是會影響沿海國內

水的水域面積範圍之認定？

(A)直線基線 (B)正常基線

(C)群島國基線 (D)泊船處

(E)港口

35.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海峽沿海國對於國際海峽管轄權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公約對於國際海峽規範管轄權之規定方式，乃是一種例示規範

(B)公約有關規範管轄權之事由，其中包括安全

(C)國際海峽沿海國依公約之規定，同時享有執行管轄權與規範管轄權

(D)海峽沿海國可執行的執行管轄權僅限於嚴重海洋污染

(E)公約對國際海峽的規定，缺乏類似領海部分第 25 條沿海國保護權之規定

36. 1995 年所通過《執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養護與管理跨界魚類種群

和高度洄游魚類種群的規定的協定》，有關該協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該協定所要規範的魚類種群包括第 63 條第 1 款

(B)「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之設置與該協定有關

(C)該協定創設了「捕魚實體」的概念

(D)該協定之內容對公海船舶專屬管轄權，有所挑戰並在一定要件下，可享有對非船旗船舶進

行管轄

(E)該協定導入預警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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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於科學研究活動的規範，下列何者正確？

(A)公約缺乏對於在鄰接區進行科學研究活動的規範，因此可以直接適用專屬經濟區有關科學

研究活動之規定

(B)公約創設的默示同意制度，乃是指當事國必需在申請國提出申請後 3 個月內，依據公約規

定的拒絕事由通知申請國

(C)任何國家可以適用所謂的視為同意制度，在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內進行科學研究活動

(D)公約對於區域的海洋科學研究應是專為和平及為謀人類全體利益

(E)申請者在他國專屬經濟海域所進行的海洋科學研究活動，一旦結束後，除另有協議外，應

即拆除

38.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海盜罪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軍艦因享有所謂的豁免權，所以絕對不可為海盜罪之行為主體

(B)海盜罪的主觀構成要件的「私人目的」，應該包括所謂的不法所有意圖

(C)我國刑法第 333 條有關海盜罪的規定，在行為主體之認定與公約涵蓋範圍並不一致

(D)2013 年美國第 9 巡迴法院針對「海洋牧者號」（Sea Shepherds）認為該行為可能構成公約之

海盜罪，其主要是基於對「私人目的」之認定

(E)依據公約第 105 條之規定，只有逮捕海盜的國家，才能審判海盜。然而，美國等國家之實

踐與此相反

39. 有關「緊追權」之行使，下列何者正確？

(A)僅能對於領海內之人，認為有違反我國任何法令之虞時，始可進行緊追

(B)進行緊追之後，若有必要，得予扣留或逮捕

(C)緊追權之行使，於被緊追之船舶進入他國專屬經濟海域時立即終止

(D)飛機不得行使緊追權

(E)緊追權之行使，僅有在追逐不曾中斷，才可在領海或鄰接區外繼續進行

40.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低潮高地」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高潮時四面環水並露出水面

(B)如果低潮高地全部與大陸或島嶼的距離超過領海的寬度，則該高地沒有其自己的領海

(C)低潮時四面環水並沒入水中

(D)應為自然形成之地形

(E)無論任何情況下，「低潮高地」之低潮線均不得作為測定領海寬度的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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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7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水上警察學系 

科目：航海學及輪機學概要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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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80 題空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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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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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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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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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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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4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船體在大浪區容易發生中拱，所謂「中拱」，其英文名稱為何？

(A)sagging (B)hogging (C)lagging (D)fagging

2. 有人落水，巡防艇前往對其救助，當艇靠近落水人時擬先拋救生圈，此時應拋向落水人的何

方？

(A)上風 (B)下風 (C)左右方 (D)任意方

3. 在大雨和濃霧能見度不佳的海象下，航行船舶除了打霧燈、鳴笛瞭望警戒之外，應該保持何

種狀態？

(A)靠岸航行 (B)快速通過 (C)慢速航行 (D)下錨

4. 巡防艇執勤中遇見海嘯時，應該如何處置？

(A)開回隊上 (B)開往外海 (C)開往岸邊 (D)下錨固定

5. 船用 mtu 柴油機冷卻水的冷卻途徑有：(1)滑油箱(2)主機(3)中間冷卻器。它的途徑順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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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一般常用的家庭電路線，常常使用何種串接設計？

(A)串聯 (B)並聯 (C)直聯 (D)交聯

7. 在冷凍系統的循環中，冷媒歷經有：(1)壓縮(2)冷凝(3)膨脹(4)蒸發。其運行正確順序為何？

(A) (1)(2)(3)(4) (B) (1)(2)(4)(3)

(C) (1)(4)(2)(3) (D) (1)(3)(2)(4)

8. 下列幾種器材中，何種設置在管路上所造成的壓力損失最大？

(A)溫度計 (B)壓力計 (C)球閥 (D)90 度彎管

9. 下列何者是壓艙水的英文名稱？

(A)cooling water (B)feed water

(C)bilge water (D)ballast water

10. 商船不使用氨作為冷媒，其主要原因為何？

(A)破壞臭氧層 (B)價格差 (C)熱力性質差 (D)安全性差

11. 冷凍機之冷卻效應主要是利用冷媒何種能量之轉換，在蒸發器內吸收大量的熱？

(A)內能 (B)潛熱 (C)化學能 (D)顯熱

下載更多警察特考、警大考試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請上網
搜尋〝警大考古題庫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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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何種裝置可設計成溫度計，亦可設計成壓力計？

(A)玻璃管 (B)毛細管 (C)文氏管 (D)波登管

13. 分油機之水分感傳器感測水分含量是應用何種原理？

(A)水分子的導電性 (B)水分子的密度較鹽離子高

(C)鹽離子的導電性 (D)鹽離子的重量較水分子輕

14. 船舶「菜庫」之溫度設定通常為？

(A)0~5 °C (B)-1~+1 °C (C)-12~-10 °C (D)-20~-18 °C 

15. 船舶電動油壓起貨機何時必須停用？

(A)靠泊時 (B)接駁時 (C)航行時 (D)沒有限制

16. 依狄塞爾循環理論，柴油機之壓縮及動力過程為熱力循環中之何種過程？

(A)等容過程 (B)等壓過程 (C)多變過程 (D)絕熱過程

17. 天文三角形的三邊分別是？

(A)高度、赤緯和時角 (B)極距、頂距和餘緯

(C)高度、方位和位置角 (D)天赤道、垂直圈和時圈

18. 通常河口之漲潮流的流速比退潮流的流速？

(A)較大 (B)一樣 (C)較小 (D)不一定

19. AIS 發送和接收資訊是以下列何種方式進行？

(A)人工定時 (B)人工連續 (C)自動定時 (D)自動連續

20. GPS 衛星導航系統的 24 顆 GPS 衛星是分佈在幾個軌道上？

(A)24 (B)12 (C)8 (D)6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下列何者是船長應負責的審簽事項？

(A)航海日誌 (B)輪機日誌

(C)俥鐘記錄 (D)油類記錄

(E)安全活動記錄

22. 船舶燈號與號型是船舶避碰的主要信息，它表明什麼信息？

(A)船舶的動態 (B)船舶的種類

(C)船舶的工作性質 (D)船舶的大小

(E)船舶的結構

23. 對於潮汐現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高潮發生在月中天時刻 (B)低潮發生在月出時刻

(C)高潮發生在月出時刻 (D)低潮發生在月中天時刻

(E)高低潮相距 24 小時

24. 船舶航行中會受到那些阻力？

(A)摩擦的阻力 (B)興波的阻力

(C)船舶的風阻 (D)地球的磁阻力

(E)海蠣子阻力

25. 下列何者是屬於輔機的範圍？

(A)柴油機 (B)發電機

(C)舵 (D)錨機

(E)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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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關於柴油機的燃燒爆震發生原因，下列何者正確？

(A)辛烷值不足 (B)噴油正時不對

(C)霧化不良 (D)噴油壓力不足

(E)加四乙基鉛可以防爆

27. 下列何者會影響柴油機噴油霧化品質？

(A)噴油壓力 (B)噴孔直徑

(C)噴咀長度 (D)背壓

(E)燃油黏度

28. 關於電磁理論，下列何者正確？

(A)電流方向等於是電子流方向 (B)空中閃電本質是靜電放電

(C)庫倫定律是靜電力與距離成反比 (D)電磁感應遵循冷次定律

(E)電磁波是相互平行的電場和磁場振動

29. 有一種泵，它是藉由甲液吸入喉部產生強大吸力，並將乙液打出船外，關於此種裝置下列何

者正確？

(A)此泵為離心式泵 (B)此泵為往復式泵

(C)葉片上會有孔蝕現象 (D)甲液可以是海水

(E)乙液可以是艙底水

30. 有關海洋污染防治中，除油常運用的器材為何？

(A)吸油棉 (B)吸油粉

(C)汲油器 (D)攔油索

(E)化油劑

31. 對船舶排氣管路設置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應向後或向下導出以利廢氣排出

(B)管路應儘量縮短並減少彎頭數量

(C)應與燃油管等管路設施集中裝置

(D)需裝設冷卻水套或包紮絕熱材料

(E)消音器應完全密封焊合不可開孔

32. 板式熱交換器傳熱面壓成波紋型，其作用為何？

(A)增加傳熱的總面積 (B)引導流體形成平流

(C)減少流體滯留死角 (D)減少產生髒污積存

(E)增強板體側向強度

33. 對柴油機之渦輪增壓機（Turbo charger）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進氣端之氣體由葉輪軸線方向進入

(B)排氣端之氣體由葉輪軸線方向進入

(C)進氣端之膨脹管作用是將動能轉換為位能

(D)進氣端之膨脹管作用是降低增壓後氣體溫度

(E)進氣端之膨脹管作用是增加進入汽缸之流量

34. 船用空壓機應設置哪些保護裝置？

(A)壓力開關 (B)卸荷閥

(C)溫度開關 (D)滑油壓力開關

(E)安全閥

下載更多警察特考、警大考試歷屆考古題庫懶人包，請上網搜尋〝警大考
古題庫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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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柴油機預防潤滑油劣化的方法，下列何者正確？

(A)如有金屬磨耗粉末，應讓其靜置沉澱 (B)避免混合使用不同廠牌之潤滑油

(C)滑油之添加量應高於規範建議值 (D)使用抗氧化劑、清淨劑等添加物

(E)加熱保持高溫，減少結垢之產生

36. 當船舶遇大霧航行時，應執行下列哪些措施？

(A)減速航行 (B)增派瞭望

(C)汽笛與霧號同時發聲 (D)注意雷達幕上之情形

(E)測深並備便錨機

37. 過淺灘時，最小安全水深應根據下列哪些因素確定？

(A)航道變遷 (B)吃水

(C)橫傾量 (D)船體下沉量

(E)保留水深

38. 「電子海圖顯示」與「資訊系統」的主要功能包括下列哪些內容？

(A)航線設計 (B)定位及導航

(C)航海資訊諮詢 (D)航行記錄

(E)雷達圖像顯示

39. 回音測深儀通常使用「超音波」之原因為何？

(A)方便作音波與磁場之轉換 (B)可使用較大的音鼓（轉換器）

(C)可避免其他水中音響之干擾 (D)容易控制音波的發射角度

(E)可驅離阻擋音波之海中生物

40. 雷達的「性能」包含下列哪些能力？

(A)最大探測距離 (B)最大發射功率

(C)最小探測距離 (D)距離分解能力

(E)最小消耗功率



107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解答 1 

中央警察大學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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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共同科目 

國文與憲法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C A B D D A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B A D C B D B D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 ABE BC ACD BCE ABDE BD E CDE A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E ABCE ACE BDE ABC CD ABE ADE ACDE ACDE 

英文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A B B C B A B A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B C A D B A C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 BC CE BE AC DE ACD AB AC B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E CD ABC ABE BC ABD ABD CE ACE AB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7 年 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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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解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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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C C D A C C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A B C D C D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D ABC AB ABDE ABE AC AD DE AD AB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ABD DE BCE BDE ABCD AC DE CD DE 

警察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A B A B C D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B C A D B A或 B C D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 BCE CE ABDE DE BD A BE AE B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E ACDE ABE BCD ABCDE ABDE

或 ABD 

CE AD AD ABCD 

警察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B B B B A D C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C C D A B B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CD ADE ACE ABCDE BCDE ACE BCDE BCDE BCDE C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E AD ADE ADE BCE ADE BC ACDE BDE ABD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7 年 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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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解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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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C C D A C C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A B C D C D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D ABC AB ABDE ABE AC AD DE AD AB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ABD DE BCE BDE ABCD AC DE CD DE 

犯罪偵查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A A C D B D B A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B A B D A B D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D ABCD ACE BC或

BCD 

BCE ABDE DE ABCD AB B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E BCDE ABCE CD CD D ACD ABE ABCDE ABCDE 

特種刑事法令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D A A D C A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C A A A C B C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CE BC AC ACD ACE BDE CE ABC DE BDE  

或 B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D ABCD ACE ACE BCD BCE ABD ABC BCD B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7 年 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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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解答 4 

消防學系 

消防法規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C B B A A C A A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C A A A D D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D BCE ADE BC ABDE CE BCDE BCE ABCDE

或ABCE 

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CDE BC CDE ABCDE CDE ABCD BCE AD ABCE AB 

火災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B D C A A D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B B B B C B D A D 

F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DE BD CD ABCDE ABCD CDE E AB AB 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 BCE CD AB BCDE AE BD AB BCE ABC 

普通化學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A A D A A D D B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D D A A D A D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CDE AE BCD ADE ADE BCDE DE BDE BE C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CD ACE AB ABCDE AB CE CDE ABD AC CE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7 年 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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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解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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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C B B C C D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D C C B C D A B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D ABCD BCE ABCDE ABCDE ABCE ACE BCD ABCDE 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DE BE ABCDE ABCD ABCE BCD CD ADE ACE BCDE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C D A A B D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C D B C B D C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DE 

或 DE 

ABDE ABCD BDE BCE BDE ABCDE ABE ABCDE 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CDE ACE ABE BDE BCDE ABCD ABCDE ACD ABC ABCDE 

交通工程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D A B A D C A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D B D B B C A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D ACDE ABCDE ABCD ADE ADE CDE AC ABE B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D ABCD ACDE ACDE ABC ADE ABCD ABC BCDE ABCD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7 年 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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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解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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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C C D A C C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A B C D C D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D ABC AB ABDE ABE AC AD DE AD AB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ABD DE BCE BDE ABCD AC DE CD DE 

航海學及輪機學概要  試題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A C B C B A C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C A C D B C D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DE ABCD AB ABCE CDE BCD ABDE BD DE AC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D ACDE AC CDE BD ABDE BCDE ABCDE CD 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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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 A D C D A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B C C A B D D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BE CE CE BCE AD AB ABE CD C BDE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D BCE AE ABE CDE BCDE DE CDE BE BD 

附註： 

1.依招生簡章規定，考生對於答案有疑義者，應於 107 年 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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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7 學 年 度 學 士 班 二 年 制 技 術 系 入 學 考 試 

消 防 法 規 第 2 9 題 標 準 答 案 釋 疑 結 果 

【釋疑結果說明】： 

  107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消防法規】第 29題之標準答案釋疑結果說明

如下： 

1.經檢視本題之題幹後，選項(D)：講習訓練時數，初訓得為十五小時；於文字敘述上符

合法規初訓不得少於十二小時之要求，故除已公告之選項(ABCE)外，增列(ABCDE)為

正確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E )修正為( ABCDE )或( AB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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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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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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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科(92題)，共 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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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討論結果，修正之科目、題號如下

(計 8科，15題)，其餘各科答案均正確無誤。 

【警察學】 

第 17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修正為(A)或(B)。 

第 36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DE)修正為(ABDE)或(ABD)。 

【犯罪偵查學】 

第 24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C)修正為(BC)或(BCD)。 

【特種刑事法令】 

第 30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DE)修正為(BDE)或(BE)。 

第 37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D)修正為(ABD)。 

【消防法規】 

第 29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E)修正為(ABCE)。 

第 30題：本題原公布答案(CE)修正為(C)。 

第 33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E)修正為(CDE)。 

【道路交通法規】 

第 33題：本題原公布答案(C)修正為(ABCDE)。 

第 40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CD)修正為(BCDE)。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第 21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DE)修正為(BDE)或(DE)。 

第 30題：本題原公布答案(CDE)修正為(E)。 

第 40題：本題原公布答案(ABDE)修正為(ABCDE)。 

【交通工程】 

第 39題：本題原公布答案(BCD)修正為(BCDE)。 

【海巡法規及國際海洋法】 

第 35題：本題原公布答案(DE)修正 為(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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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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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與憲法】

第 14 題：【考生號碼：20522、36110 提】 

1.憲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中所述之必要時，為比例原則必要性之要求。另本條文以四大

公益條款為目的之限制人民基本權利，其手段與目的間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亦即

手段必須能達成目的（適宜性），選擇損害最小之手段（必要性）以及手段與目

的必須相稱（狹義比例性）。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18 題：【考生號碼：20003 提】 

1.調解、仲裁及裁決，為處理勞資爭議之一般機制。「裁決」的相關規定在《勞資爭

議處理法》與《工會法》中，係指處理不當勞動行為的機制。若雇主有打壓工會、

對於參與工會的勞工有不利益的待遇等行為時，勞工可以向勞動部申請裁決之救

濟。 

2.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6 條規定：「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得依本法所定之調解、仲

裁或裁決程序處理之。」雖然題幹稱「勞資爭議法」與全名「勞資爭議處理法」，

為不完整之敘述（如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簡稱行政中立法），惟從實質解決爭議

機制與對題意瞭解而言，應不影響作答。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第 29題：【考生號碼： 36049 提】 

1.李白〈送孟浩然之廣陵〉:「煙花三月下揚州」，其季節為暮春三月，孟春為農曆一

月，仲春為農曆二月，暮春為農曆三月，題目中之「三」專有所指，即每年之「第

三個」月份，故本題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ＣＤＥ )無誤

【英文】 

第 25題：【考生號碼：20162、38050、38029、20042、20785 提】 

1.take hostage (Verb + Complement)，如同片語動詞 (phrasal verbs)，有二種詞序語法

變體 (word-order variants)：

(a)動詞 (verb) 後接直接受詞 (direct object NP)，再接補語 (complement)，形成句

法結構 Verb + direct object NP + Complement

例:The gunmen entered the settlement, taking the residents hostage.

(cf. Berlage Eva. 2014. Noun Phrase Complexity in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20) 

(b)動詞 (verb) 後接補語(complement)，再接直接受詞(direct object NP)，形成句法

結構 Verb + Complement + direct object NP

例:He added that the Serbs had taken hostage 300 women.

  (cf. Berlage Eva. 2014. Noun Phrase Complexity in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20) 

2.關於 take hostage 的用法，請參閱語言學者 Berlage 之專書( Berlage Eva. 2014. N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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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rase Complexity in Englis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該書第

六章詳盡地介紹英語中四個結構 take prisoner, hold prisoner, take hostage 以

及 hold hostage 之用法及現象。 

3.另請參閱以下英語語料庫有關 take hostage 的實際用法

Sketch Engine https://www.sketchengine.eu/, 

OPUS2 English https://www.sketchengine.eu/opus-parallel-corpora-2/, 

MultiUN http://www.euromatrixplus.net/multi-un/  

Coca https://corpus.byu.edu/coca/ 

English Broadsheet Newspapers 1993-2013 (SiBol with trends)   

https://www.sketchengine.eu/sibol-corpus/ 

語料庫裡面有許多 take hostage + OBJECT 的例子，尤其 MultiUN  

語料庫所收錄之句子，皆採集自聯合國正式文件記錄及公文書，顯 

見英語文中有 take hostage + OBJECT 的用法。茲舉語料庫中數例  

如下: 

E.g. < previous can assure the Council that Macedonia will pass this test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a group of people — whom some call guerrillas and others extremists or 

terrorists — has tried to take hostage not only the local Albanian population but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Macedonia in general. next >  

E.g. < previous A young man wanted to flee Communism, and he decided to take hostage a bus.

The secret police did not accept his request to let the bus cross the border into Yugoslavia and then to 

Italy. next >

E.g., < previous They determined that 200 residents had come to the magistrates court,

took hostage five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Civil Police and then proceeded to destroy the court and 

to kill Magistrate Martínez. next > 

E.g., < previous Article 329 establishes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taking hostage foreign

representatives and other persons enjoying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next > 

E.g.,<previous Fourteen months ago, on 19 May 2000, a group of armed rebels stormed into the

Parliament House while Parliament was in session and took hostage the elected Government. next 

>  

E.g., < previous In the course of these acts, Maksudov allegedly took hostage the Andijan City

Prosecutor and other high-ranking officials of the Andijan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subjected them to 

torture and then killed them. next > 

E.g., < previous in October in Orito (Putumayo), as well as four civilians in Neiva (Huila) in February.

The ELN is accused of taking 12 hostages in May in Quibdo (Chocó), and of taking hostage the bishop of 

Yopal, in July in Paya (Boyacá). The Office received information on cases of hostage-taking attributed 

to members of paramilitary groups, such as that involving five Embera Katíos, in May, and next >

4.綜上所述，本題原公布答案為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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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題：【考生號碼： 20090 提】 

1. (A)選項係罪刑法定主義，而非『罪責法定主義』。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https://www.sketchengine.eu/
https://www.sketchengine.eu/opus-parallel-corpora-2/
http://www.euromatrixplus.net/multi-un/
https://corpus.byu.edu/coca/
https://www.sketchengine.eu/sibol-corpus/
https://the.sketchengine.co.uk/corpus/view?q=q%5Bws%282%2C+216633661010%29%5D&q=sword%2Fi+1%3E0%7E3%3E0&corpname=preloaded%2Fopus2_en&refs=%3Ddoc.subcorpus&lemma=hostage&fromp=94&fromc=&goto=next
https://the.sketchengine.co.uk/corpus/view?q=q%5Bws%282%2C+216633661010%29%5D&q=sword%2Fi+1%3E0%7E3%3E0&corpname=preloaded%2Fopus2_en&refs=%3Ddoc.subcorpus&lemma=hostage&fromp=94&fromc=&goto=next
https://the.sketchengine.co.uk/corpus/view?q=q%5Bws%282%2C+216633661010%29%5D&q=sword%2Fi+1%3E0%7E3%3E0&corpname=preloaded%2Fopus2_en&refs=%3Ddoc.subcorpus&lemma=hostage&fromp=94&fromc=&goto=next
https://the.sketchengine.co.uk/corpus/view?q=q%5Bws%282%2C+216633661010%29%5D&q=sword%2Fi+1%3E0%7E3%3E0&corpname=preloaded%2Fopus2_en&refs=%3Ddoc.subcorpus&lemma=hostage&fromp=94&fromc=&goto=next
https://the.sketchengine.co.uk/corpus/view?q=q%5Bws%282%2C+216633661010%29%5D&q=sword%2Fi+1%3E0%7E3%3E0&corpname=preloaded%2Fopus2_en&refs=%3Ddoc.subcorpus&lemma=hostage&fromp=94&fromc=&goto=next
https://the.sketchengine.co.uk/corpus/view?q=q%5Bws%282%2C+216633661010%29%5D&q=sword%2Fi+1%3E0%7E3%3E0&corpname=preloaded%2Fopus2_en&refs=%3Ddoc.subcorpus&lemma=hostage&fromp=94&fromc=&goto=next
https://the.sketchengine.co.uk/corpus/view?q=q%5Bws%282%2C+216633661010%29%5D&q=sword%2Fi+1%3E0%7E3%3E0&corpname=preloaded%2Fopus2_en&refs=%3Ddoc.subcorpus&lemma=hostage&fromp=94&fromc=&goto=next
https://the.sketchengine.co.uk/corpus/view?q=q%5Bws%282%2C+216633661010%29%5D&q=sword%2Fi+1%3E0%7E3%3E0&corpname=preloaded%2Fopus2_en&refs=%3Ddoc.subcorpus&lemma=hostage&fromp=94&fromc=&goto=next
https://the.sketchengine.co.uk/corpus/view?q=q%5Bws%282%2C+216633661010%29%5D&q=sword%2Fi+1%3E0%7E3%3E0&corpname=preloaded%2Fopus2_en&refs=%3Ddoc.subcorpus&lemma=hostage&fromp=94&fromc=&goto=next
https://the.sketchengine.co.uk/corpus/view?q=q%5Bws%282%2C+216633661010%29%5D&q=sword%2Fi+1%3E0%7E3%3E0&corpname=preloaded%2Fopus2_en&refs=%3Ddoc.subcorpus&lemma=hostage&fromp=94&fromc=&goto=next
https://the.sketchengine.co.uk/corpus/view?q=q%5Bws%282%2C+216633661010%29%5D&q=sword%2Fi+1%3E0%7E3%3E0&corpname=preloaded%2Fopus2_en&refs=%3Ddoc.subcorpus&lemma=hostage&fromp=94&fromc=&goto=next
https://the.sketchengine.co.uk/corpus/view?q=q%5Bws%282%2C+216633661010%29%5D&q=sword%2Fi+1%3E0%7E3%3E0&corpname=preloaded%2Fopus2_en&refs=%3Ddoc.subcorpus&lemma=hostage&fromp=94&fromc=&goto=next
https://the.sketchengine.co.uk/corpus/view?q=q%5Bws%282%2C+216633661010%29%5D&q=sword%2Fi+1%3E0%7E3%3E0&corpname=preloaded%2Fopus2_en&refs=%3Ddoc.subcorpus&lemma=hostage&fromp=94&fromc=&goto=next
https://the.sketchengine.co.uk/corpus/view?q=q%5Bws%282%2C+216633661010%29%5D&q=sword%2Fi+1%3E0%7E3%3E0&corpname=preloaded%2Fopus2_en&refs=%3Ddoc.subcorpus&lemma=hostage&fromp=107&fromc=&goto=next
https://the.sketchengine.co.uk/corpus/view?q=q%5Bws%282%2C+216633661010%29%5D&q=sword%2Fi+1%3E0%7E3%3E0&corpname=preloaded%2Fopus2_en&refs=%3Ddoc.subcorpus&lemma=hostage&fromp=94&fromc=&goto=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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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5題：【考生號碼： 30175、20311 提】 

1.本題係依行為觸犯不同法益之侵害，屬想像競合，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8題：【考生號碼： 20443、20483 提】 

1.本題題意指明受囑託之事實，及受有被害人事前之同意而成立受囑託殺人罪。故本

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11題：【考生號碼：20150、 20311、20435、30100、30253 提】 

1.(B)附帶搜索，須以逮捕(含現行犯、通緝犯)為前提，但題旨無相關指述。 

(C)逕行搜索，須以找人為目的，但題旨意無相關指述。

(D)緊急搜索，限檢察官實施或授權，但題旨並無任何相關指述。

同時，上述選項均屬無令狀搜索，故若無前指要件，警察不能為績效而以身試法。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無誤

第 12題：【考生號碼：20097、20311 提】 

1.依刑訴法第 245 條第 2 項規定辯護人得於偵訊時在場。惟其主要目的在於保障犯罪

嫌疑人緘默權，故辯護人可請犯嫌保持緘默，實屬當然。同時，該條項並無以「偵

查必要」、「偵查不公開」為由禁見辯護人者。 

亦即，刑事程序偵訊交手攻防，要講清楚、說明白，不能抽象指述。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14題：【考生號碼： 30253 提】 

1.司法院釋字 654 號解釋之意旨，羈押乃程序上證據保全考量，並非刑罰預支。並且，

同解釋強調犯罪事實重大並不能作為單獨事由之評價。(C)以外其他選項，均屬程

序事項之考量。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第 17題：【考生號碼： 30090 提】 

1.題旨並未指述被告就「譯文真實性」有所抗辯，故就譯文並非「數位或影音資料」

之證據，故無適用 165 條之 1 情形。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18題：【考生號碼： 20022 提】 

1.題旨「言辭辯論」文字使用，並不影響選項之答題選擇。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20題：【考生號碼： 30130、30253 提】 

1.題旨所指「書證」，於證據分類上均屬供述證據。另於法庭外製作者，亦同屬傳聞。

同時，並非我國政府機關等所例行性等所製作者，並非屬公證文書。再者，三項

書證，均需符合一定例外情況下方可該當傳聞例外，但題旨並未有相關說明。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C)無誤

第 26題：【考生號碼： 30025 提】 

1.依刑法第 294 條之一規定，本題原公布答案(AC)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 )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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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題：【考生號碼： 30025、30130、30141 提】 

1.依題意，植物人無法為無償或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之意思表示，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 )無誤

第 31題：【考生號碼： 20311 提】 

1.現行法並無警察實施 GPS 犯罪偵查之明文規範；若依「強制處分定原則」私自實施

者為違法行為；依實務見解，GPS 偵查乃特殊形態之強制處分非屬勘驗；若恣意

實施，其蒐集之資料則無證據能力。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32題：【考生號碼： 20435、 20483、20546、30186、30190、30253 提】 

1.依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附帶搜索」、以及第 205 條之 2 規定:「採取其指紋、掌紋、

腳印，予以照相、測量身高或類似之行為；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毛髮、唾液、尿

液、聲調或吐氣」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D )無誤

第 33題：【考生號碼：20042、20090、20150、20311、20370、20517、20546、30186、30190 

提】 

1.刑訴法 34 條、245 條第 2 項規定，辯護人得接見交通、在場及陳述意見。另依司法

院「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 9 條: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經審酌公共利益、、、」。亦即，應有其所指各款事由為前提，不能泛稱「公共利

益」即可公開。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E )無誤

第 34題：【考生號碼： 30253 提】 

1.依題旨所引各該刑訴法法法條條文規範，均規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原則、例外。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E )無誤

第 35題：【考生號碼： 20090、20370、20785 提】 

1.檢察官辦理刑事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31 點:「訊問或詢問完畢後令被告閱覽筆錄

時，應許在場之辯護人協助閱覽。但應於筆錄上簽名。辯護人請求將筆錄內容增、

刪、變更者，應使被告明瞭增、刪、變更之內容後，將辯護人之陳述附記於筆錄。」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DE )無誤

第 36題：【考生號碼： 20003 提】 

1.因體旨明確指出「二」罪，即屬「兩」個訴訟個體，國家對被告有兩個刑罰權，故

可分割處理。其中，如題旨之牽連管轄下，得合併起訴。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 )無誤

第 37題：【考生號碼： 20003、30141 提】 

1.本案告訴係以竊盜事實為主，被告既對其提告，效力則自及於其他被告，故本題原

公布答案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 )無誤

第 38題：【考生號碼：20042 提】 

1.刑訴法第 156 條之規定，自白之證據能力，檢察官負舉證責任。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E )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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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題：【考生號碼：20435、30253 提】 

1.本題題旨，應以行為時有無配偶身分為主，故本題原公布答案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D )無誤 

第 40題：【考生號碼：30253 提】 

1.依刑訴法第 153 條規定，被告「本人」之自白非屬傳聞，故無傳聞法則適用。依同

156 條規定，檢察官就被告自白任意性負舉證責任。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E )無誤 

三、行政警察學系 

【警察法規】 

第 3題：【考生號碼：20003、20522 提】 

1.依據「拘留所設置管理辦法」第 46 條，被拘留人同日已接見 2 次者，警察機關即

得拒絕，而非達 3 次，始有裁量權。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第 13 題：【考生號碼：20311 提】 

1.選項(A)、(B)、(D)依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法第 2 條之規定係屬機構，而選項(C)勤務

指揮中心依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法第 5 條之規定係屬內部單位。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15 題：【考生號碼：20735 提】 

1.依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辦理拘提管收應行注意事項規

定，應由行政執行處(分署)行文聲請法院裁定，(B)選項錯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22 題：【考生號碼：20003、20550 提】 

1.依據警察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中央內政部亦有發布權限，故(B)選項錯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DE )無誤 

第 24 題：【考生號碼：20097、20370、20634、20162、20630、20042、20031、20311、20014、

20546、20550 提】 

1.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35 號解釋、刑事訴訟法與警察職權行使法中，均係以

“合理懷疑”與“相當理由”作為職權發動要件對比之概念。至於“合理懷疑”

與“懷疑”在立法法制用語中常互用。例如關稅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海關對於依

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五項規定由納稅義務人提出之帳簿單證仍有合理懷疑者，應向

納稅義務人說明其懷疑之理由，並給予納稅義務人合理申辯之機會。納稅義務人

並得請求海關以書面說明其懷疑之理由。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E )無誤 

第 25 題：【考生號碼：20370、20546、20424、20150 提】 

1.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行政執行應作成執行筆錄。但直接強制或即時強

制，因情況急迫或其他原因，不能作成執行筆錄者，得以報告書代之。既謂情況

急迫，即排除間接強制。故(B)選項無誤。另行政執行法第 29 條第 2 項後段即表明

前段估計數額是執行前先估計，才有後段「與實支不一致時」多退少補規定之適

用。故(C)選項無誤。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CDE)無誤。 

第 27 題：【考生號碼：20370、20546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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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警察執行管束措施遭遇抗拒，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0 條規定，得使用警銬，亦

屬警械使用條例規定之警械。何況本題係問「得依警械使用相關法令規定使用警

械」，選項(D)自屬該當之情境。 

2.本題原公布答案(BCDE)無誤。 

第 29 題：【考生號碼：20090、20728、20150、20031、20732 提】 

1.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51 條規定，處罰於裁處確定後執行，故(B)選項正確。 

2.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55、59 條規定，救濟期間、法定期間、又謂除斥期間均為 5 日。

故(C)選項正確。本項非問何日起算。 

3.本題原公布答案(BCDE)無誤 

第 30 題：【考生號碼：20311 提】 

1.裁罰亦有裁量處罰之意，例如統一裁罰標準，本題問警察具有裁罰權之違序行為態

樣，考生認為裁罰權應單指法院，似無憑據。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D )無誤 

第 40 題：【考生號碼：20022 提】 

1.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列舉為查證人民身分得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國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 6 種事項，本題 B 選項僅列出其中 4

項，邏輯上並無違上開規定。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D )無誤 

【警察學】 

第 15題：【考生號碼：20689 提】 

1.我國實定法中，分別有警察法第 9 條以及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 條第 2 項，此兩部法

律之條文確實有使用警察職權之用語，怠無疑義。 

2.「警察職權」是指「警察機關或人員為達成法定任務，依據警察法令行使的權力」，

而選項（Ｄ）的「警察權」是泛指「國家為維持公共安全與秩序，對人民行使命

令強制的權力。」故警察權的行使主體不限於警察機關或人員，尚包括法務部調

查局、法警、行政執行機關或人員，商業、建築……等得依法對人民行使命令強

制權的機關，故選項（Ｄ）為錯誤的敘述。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17題：【考生號碼：20207、20031、20097、20546、20101 提】 

1.依據警械使用條例第 11 條之規定，警察人員依規定使用警械或執行職務違反本條

例使用警械，因而致人死傷或財產損失者，應由各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

補償金或喪葬費，依題意，民眾因警察不當使用警械致人死傷者，可依該法提出

醫療費用之申請。 

2.警械使用條例第 11 條係國家賠償法之特別法，應優先適用，若救濟之項目不符或

民眾對於補償之金額認為不足，可再依警察不當使用之過失行為申請國家賠償。 

3.綜上二理由，本題答案更正為(A)或(B)。 

第 35題：【考生號碼：20546 提】 

1.依照警察勤務條例第 13 條之意旨，巡邏勤務應視需要彈性調整巡邏區(線)，可採定

線及不定線、逆線及順線，以及定時、不定時等方式交互行之。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E )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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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題：【考生號碼：20546、20097、20090、20732、20483、20003、20370、20150、20550、

20634、20442、20630、20435、20785、20014 提】 

1.(E)選項持續的追蹤和確認以及持續的追蹤和評估(assessment)均為正確。 

2.故本題原答案(ABDE)修正為(ABDE)或(ABD) 

第 40題：【考生號碼：20435 提】 

1.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本題答案內容無疑義。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 )無誤 

 

四、刑事警察學系 

【犯罪偵查學】 

第 16題：【考生號碼：30141 提】 

1.依據刑事訴訟法 245 條(偵查不公開)二項規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

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

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

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 

2.本題之該選項---使用油壓剪剪斷鐵窗之入侵方式，係屬偵查中之重要事證及跡

證，必須予以保密。若揭櫫於公眾周知，當歹徒看到此報導，必然將此犯罪工具

丟棄以避免被追查及鑑識比對，其將嚴重影響偵辦。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24題：【考生號碼：30253、30175、30090 提】 

1.A非正確選項。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被害人已死亡者，得由其配偶、直系

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告訴。但告訴乃論之罪，

不得與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2.D有(無)選擇均為正確選項。 

刑事訴訟法第 239條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

效力及於其他共犯。但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罪，對於配偶撤回告訴者，其效力

不及於相姦人。 

3.E非正確選項。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五十八條規定：受理之告訴乃論案件，如有被害人死亡、無得

為告訴之人、得為告訴之人不能行使告訴權或撤回告訴等情形之一者，均應移送

檢察官核辦。 

4.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 )修正為( BC )或( BCD ) 

第 27題：【考生號碼：30253、30175 提】 

1.B非正確選項。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一百二十四條規定：筆錄不得竄改、挖補或留空行，如有增刪更

改，應由製作人及受詢問人在其上蓋章或按指印，其刪除處應留存原字跡，並應於

眉欄處記明更改字數。繕妥後應先交受詢問人閱覽或向其朗讀，並詢其有無錯誤及

補充意見，如受詢問人請求記載增刪、變更者，應將其陳述附記於筆錄。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E )無誤 

第 29題：【考生號碼：30190、30186、30253、30175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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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非正確選項。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一百四十六條規定：、執行拘提、逕行拘提及逮捕應注意事項如

下： 

  （三）執行拘捕時，「應」顧及被拘捕人之身體名譽，抗拒拘捕或脫逃者，得用強

制力及依法使用警械，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 )無誤 

第 33題：【考生號碼：30253 提】 

1.選項 A之意旨(基於救護傷患而無法避免物證之破壞時，仍應進行人命之救護)，依

據(犯罪偵查手冊第 62條)之規範：「…受傷者不論其為被害人或加害人，均應迅

速予以救助或送醫…。」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E )無誤 

第 34題：【考生號碼：30253 提】 

1.地緣剖繪（geographic profiling）此一新偵查輔助工具之主要功能有二：其一是推測

加害人的可能居住地(而非被害人)，另一則為預測加害人下次的可能攻擊地

點。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D )無誤 

【特種刑事法令】 

第 30題：【考生號碼：30186、30190 提】 

1.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32-1 條規定「為偵辦跨國性毒品犯罪，檢察官或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司法警察官，得由其檢察長或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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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選項漏未加入檢察總長，文義不清。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DE )修正為( BDE )或( BE ) 

第 31題：【考生號碼：30253 提】 

1.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15 條規定： 

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二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 

通常保護令失效前，法院得依當事人或被害人之聲請撤銷、變更或延長之。延長

保護令之聲請，每次延長期間為二年以下。 

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為前項延長保護令之聲請。 

通常保護令所定之命令，於期間屆滿前經法院另為裁判確定者，該命令失其效力。 

故警察機關亦得為延長保護令之聲請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D )無誤 

第 37題：【考生號碼：30175 提】 

1.根據少事事件處理法第 85-1 條規定「七歲以上未滿十二歲之人，有觸犯刑罰法律之

行為者，由少年法院適用少年保護事件之規定處理之。」，故選項 A 應亦為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D )修正為( ABD ) 

五、消防學系 

【消防法規】 

第 29 題：【考生號碼：36110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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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初訓不得小於 12 小時；原題答案為 15 小時，因此

確認(D)選項非為本題正確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DE)修正為(ABCE) 

第 30題：【考生號碼：36056 提】 

1.依消防相關法規，室內停車場或室內停車空間或建築物依法附設之室內停車空間等

法定術語，習用市內停車場非為本題正確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E )修正為( C ) 

第 33題：【考生號碼：36048 提】 

1.本題在命題時，確實是參考「設置標準第 216 條」以公共危險物品儲槽場所為準，

未注意到「設置標準第 229 條」另有可燃性高壓氣體儲槽場所之規定。 

2.在「設置標準第 229 條」第一項第五款：構造及手動啟動裝置準用第 216 條之規定，

因此，除(A)防護面積及(B)水源容量部份規定不同外，餘應準用第 216 條之規定。

因此，本題修正為(C)(D)(E)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E )修正為( CDE )  

第 38題：【考生號碼：36108 提】 

1.就法規所定義之地上的防火間隔有 3 類：安全距離、保留空地及與境界線距離，各

有相關條文定義、規範。以及地下儲槽則另有「地下水平距離」規定。 

2.本題，只有(A)製造場所（管理辦法第 13 條）與(D)室外儲存場所（管理辦法第 30

條）正確。 

3.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D )無誤 

六、交通學系 

【道路交通法規】 

第 19題：【考生號碼：38170 提】 

1.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六條，對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於大小

型車雖然有不同之規定，但對該距離影響最大的因素仍然是 (B)駕駛人反應時間，

其次才是煞車延滯時間、輪胎與路面之摩擦係數等因素；雖然煞車延滯時間、輪胎

與路面之摩擦係數等因素均可能與大小型車輛有關，但後兩者不是影響該距離最大

的因素。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第 20題：【考生號碼：38170、38118、38093 提】 

1.申請釋疑考生所提之相關法令條文均屬正確，但另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2-2條規定，「年滿七十五歲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受舉發後經公路監理機關以寄發通知方式施以勸導，於三個

月內依規定完成換發新照或自願繳回駕駛執照者，免予處罰。」故本題警察以「(C)

製單舉發」最為適當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28題：【考生號碼：38029，38013 提】 

1.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應比照小型車行駛規定，指的是一般行駛規定比照小

型車行駛規定。故本項仍然正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D )無誤 

第 33題：【考生號碼：38013、38023、38093 提】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8002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8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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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選項中均有「停車」之字眼，自屬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定義

之「不立即行駛」狀態，故各選項所列舉之交通行為均明確違反「臨時停車」之行

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修正為( ABCDE ) 

第 34題：【考生號碼：38064 提】 

1.火車於「軌道」上行駛，並不屬本題所問於「道路」上行駛之車輛。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 )無誤 

第 36題：【考生號碼：38013 提】 

1.第 43 條符合危險駕車之行為要件須有「迫使他車讓道」之情形，亦即同時具有「任

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道」等情形，方屬危險駕車

之行為。故僅有驟然變換車道之行為，而無迫近他車或無其他不當方式之行為，則

仍屬「未依規定變換車道」之行為。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D )無誤 

第 38題：【考生號碼：38013、38140、38118、38093、38003、38023、38060、38094、38050、

38029 提】 

1.因刑法第 185-3 條於民國 102 年修正後，已特別規定加重結果犯的處罰，吸收了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6條有關規定，因此，這二項不再適用。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DE )無誤 

第 40題：【考生號碼：38093 提】 

1.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之規定，駕駛人領有機車駕駛執照或領

有小型車駕駛執照之不同時，當其同樣是越級駕駛聯結車、大客車、大貨車時(分別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其罰鍰額度確

實是有不同。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D )修正為( BCDE )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第 2 題：【考生號碼： 38170、38094、38093、38050、38023 提】 

1.本問題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一方為軍人者，有關處理權責之敘述，下列何者正

確？」查《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事故當事人或事故

車輛一方為軍人或軍用車輛者，由警察機關與憲兵機關會同處理。但先行到達之機

關人員應先予處理，事後依其管轄移辦。」據此可知，後段但書之規定為本題最適

當之答案，故維持原選項(D)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8 題：【考生號碼： 38029 提】 

1.基準點之選定以固定不變與距離事故地點較近為原則，公車站牌豎立點一般離路口

較遠，不符上述原則，故維持原選項(D)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12題：【考生號碼： 38029 提】 

1.有關事故現場進行拍攝的順序，應就易消逝或改變的跡證，先行拍攝，並依照肇事

發生的先後順序，依由外而內、由遠而近、由低而高依序拍攝或配合測繪次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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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選項(C)係由高而低，為錯誤選項，故為本題之答案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16 題：【考生號碼： 38003、38029 提】 

1.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5 項規定：「汽車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

事無法實施第一項測試之檢定者，應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

員，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

定。」據此可知，題幹前段已將肇事且拒絕酒測之駕駛人排除在外，亦即選項(C)

非本題幹所問之情況，故選項(B)為本題標準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第 18題：【考生號碼： 38003 提】 

1.根據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與調查報告表填表須知，有關車與車之事故類型說明，追

撞係指同方向行車，後車車頭部位撞擊前車車尾部位之情況。側撞係某車於路口轉

向過程中與其他直行車發生撞擊之情況。本題題幹之敘述為某車於路口右轉彎，遭

同車道行駛於其右後方之他車撞及右側前車門，依其事故類型應為側撞之碰撞型

態，故選項 C 之側撞為本題之答案選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21 題：【考生號碼：38003、38029、38050、38093、38094 提】 

1.本題題幹之敘述原係指依內政部警政署全球資訊網線上申請有關交通事故資料申請

系統之申請規定 1，惟因題幹未言明「內政部警政署道路交通事故資訊 E 化系統」，

因有部分縣市亦提供線上申請且涵蓋 A3 類事故，故選項(B)亦可為標準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DE )修正為( BDE )或( DE )  

第 22 題：【考生號碼：38003 提】 

1.根據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與調查報告表填表須知，第幾當事者之區分原則，除選項(C)

肇事原因(責任)相當者，以受害較重之一方列為第一當事者為錯誤選項外(應為受害

較輕之一方)，其餘選項(ABDE)皆為正確之敘述。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DE )無誤 

第 26 題：【考生號碼： 38013、38094 提】 

1.查《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 26 項規定：「處理 A3 類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當場

自行和解，表明不需警方處理者，得敘明理由免予製作談話紀錄，惟仍應依規定實

施現場測繪、攝影等蒐證作為，如當事人有明顯違規事實者，應依規定予以舉發。」

據此可知，選項(A)、(C)非本題標準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DE )無誤 

第 27 題：【考生號碼：38029、38050、38093 提】 

1.本題題幹之敘述為影響滑痕長短之因素，而非單純探討剎車距離，包括：煞車力因

素、負載因素、輪胎因素及路面因素等均會影響。而輪胎與路面間的摩擦係數也會

因輪胎材質、構造、胎壓、胎紋、輪胎及空氣溫度、接觸面積、路面之型式及情況

等相關因素而有影響。有關國外文獻除為個案研究外，亦不排除其對於摩擦係數之

影響，僅說明影響程度不大或是目前個案研究發現不適用於先驗結論，未來仍需要

更大規模及更深入之研究來支持，故選項(ABCDE)應皆為正確之敘述。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E )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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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題：【考生號碼：38003、38050、38094 提】 

1.本題題幹之敘述為因交通事故所引發的刑事責任，有關交通事故肇事人之條件，其

前提為因交通事故所引發的刑事責任，依據法定交通事故的定義並無明顯將之侷限

於過失或無過失等要件之內，因任何交通事故均可能引發刑事、民事及行政責任，

而刑事及民事責任之認定係以故意或過失為原則。亦即交通事故發生過程中，肇事

人有不當肇事行為因而致人死傷，構成刑法犯罪要件所應負的責任，故交通事故肇

事人成立刑事責任之條件，選項(ABCDE)皆為正確之敘述。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E )無誤 

第 30 題：【考生號碼：38003、38013、38023、38029、38050、38093、38094、38118、38140

提】 

1.本題題幹之敘述為對於交通事故案件相關資料的處理，應依限登錄於警政署電腦系

統，正確敘述為何？有關交通事故案件處理系統之事故統計維護功能係由審核小組

依期限進行登錄，A1 類於交通事故發生後二日內，依事故日期輸入傷亡人數及肇事

原因。交通事故案件處理系統，有關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各項資料，由審核

人員登錄，其建檔期限，A1 類於交通事故發生後五日內完成建檔。有關交通事故調

查卷宗檔案，由分局或其他業務單位負責保存五年。故本題答案選項(E)為正確之敘

述。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DE )修正為( E ) 

第 33 題：【考生號碼： 38029、38050、38013 提】 

1.本題所問為員警繪製草圖時至少應達到之標準，因草圖為正式比例圖之參考，只要

能夠完整示意現場道路環境與各項事故跡證之前後關係位置即可，故選項(C)、(D)

非本題標準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E )無誤 

第 34 題：【考生號碼： 38003 提】 

1.無論是行車紀錄卡或行車紀錄器資料，若配合警詢筆錄均可以說明車輛肇事前之行

駛路徑，故選項(E)為本題標準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DE )無誤 

第 37 題：【考生號碼： 38029 提】 

1.蒐集調查管制設施設置之位置，主要係為瞭解其與預警設施設置位置間之距離，藉

以瞭解預警設施設置之位置是否恰當？其與肇事原因分析和責任歸責具有密切關聯

性，故選項(B)為本題標準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E )無誤 

第 38 題：【考生號碼： 38118、38050、38029、38013、38003 提】 

1.半聯結車的煞車痕跡可以用來確認半聯結車之行駛方向，再配合行人的體傷部位資

料，是可依之作為研判行人行向之跡證，故選項(A)為本題標準答案；半聯結車的車

頭損壞位置與行人的體傷部位相互比對其相對應高度，配合半聯結車行駛方向，亦

可依之作為研判行人行向之跡證，故選項(C)為本題標準答案；綜合上述選項(A)、

(C)、(D)為研判行人行向之關鍵跡證，選項(B)、(E)並無具體指向跡證之明確部位，

故選項(B)、(E)非本題標準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D )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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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題：【考生號碼： 38029、38003、38118 提】 

1.行車紀錄卡速率刻度之瞬間變化資料，可以現場跡證瞭解碰撞地點，故選項(A)為本

題標準答案；另刮地痕若由汽車產生，其產生位置是可用來研判事故的碰撞地點，

若由機車產生，其產生位置亦是位於碰撞地點附近，而轉折痕處就是碰撞地點，故

選項(C)亦為本題標準答案；輪胎印痕係指路面特性不同車輛行駛輪胎輾壓而產生之

痕跡，僅可供作瞭解車輛運行軌跡，無法供作研判碰撞地點之用。故維持原公布答

案(ABC)。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 )無誤 

第 40 題：【考生號碼： 38029 提】 

1.輪胎胎面擦痕係為輪胎判別是否有輪胎鎖死與路面摩擦之跡證，故其可供作釐清煞

車痕係由何車所遺留之用，選項(A)為本題標準答案；另考生提及於交通事故偵查-

理論與實務(增訂第二版)(蘇志強，2010 年)第 373 頁(四)鑑別滑痕的歸屬一節中提

及：「…測量前後輪滑痕的間距，比對車體軸距，或測量左右滑痕的寬度，比對車體

的輪距。」之論述，的確若處理人員能夠於現場明確勘察到車輛之前後輪滑痕間距，

並與車輛的軸距做比對，進而研判煞車痕係由何車留，故選項(C)應為本題標準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DE )修正為( ABCDE ) 

【交通工程】 

第 1題：【考生號碼： 38094、38118、38050、38093 提】 

1.本題題意係在比較道路系統「可及性」，就某一地區而言一選項所列舉的道路路系統

比較其「可及性」，以(D)巷弄道路系統「可及性」最高。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4題：【考生號碼： 38064 提】 

1.依題意經取得高速公路某一 ETC 門架測站紀錄，紀錄內容為各車通過測站的時間，

可得經過該測站的交通流量，以單一測站資訊無無法求算其他選項交通資訊。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無誤 

第 21題：【考生號碼： 38029、38050、38093 提】 

1.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交通寧靜區主要設置於住宅社區、商業購物區及

學校周邊之服務道路，並經整體路網功能評估，以人本交通為考量，將道路空間規

劃兼具人車交通需求及安全使用機能，寧靜式交通策略係結合路網系統規劃及道路

交通工程措施，以減少穿越性交通及降低行車速率，降低機動車輛所帶來的負面影

響，進而改善該範圍內道路使用環境。收取通行費用車進不來，雖寧靜了但可及性

降低了，採取人車分道、限制停車時間，車還是進來，無法達到寧靜效果。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D )無誤 

第 29題：【考生號碼： 38093、38050 提】 

1.依公路路線設計規範，在進行道路設計時會先以該道路等級所欲提供之服務水準與

服務對象，決定設計速率、設計車型，計算最短安全視距，並產出各種平曲線、豎

曲線、道路斷面標準之設計要項。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E )無誤 

第 30題：【考生號碼： 38003、38029 提】 

1.本題交通管理以安全、效率為目的，執法並非他的目的，實施行駛速率上下限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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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於導引行車速率均質化，行駛速率均勻，在保持安全車距下，自可減少超車

變換車道機會，車輛超車變換車道會引發動線衝突，有可能導致事故發生，變換車

道機會少，自可降低事故發生機率，不發生事故道路服務水準自可提升。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DE )無誤 

第 31題：【考生號碼： 38003、38050 提】 

1.本題之題幹在於各車種之小客車當量會隨公路之幾何條件、位置、轉向等而變，故

機車 PCE 為 0.3 過於簡化實際問題，即使是直行機車的直行小車 PCE 約在 0.30~0.36

之間，故維持原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D )無誤 

第 32題：【考生號碼： 38029、38013 提】 

1.有效綠燈長度為綠燈+燈號轉換時段-損失時間，而燈號轉換時段包括綠燈時段、黃燈

及全紅時段，故維持原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 )無誤 

第 33題：【考生號碼： 38029 提】 

1.考生對於要釋疑的答案選項說明前後矛盾，顯然對於車流之密度、流率、速率關係

並不清楚。選項 D 為基本學理與實務的臨界速率之定義，應為正確。選項 E 也是正

確的車流行為。故本題維持原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CDE )無誤 

第 37題：【考生號碼： 38029 提】 

1.目前公路設施主要以尖峰 15 分鐘之需求流率做為設計的依據，而 PHF 為尖峰（或設

計）小時流率與尖峰 15 分鐘流率之比值，當然是公路設計的重要參數。故本題維持

原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D )無誤 

第 38題：【考生號碼： 38093 提】 

1.依題意選出正確選項，選項(C)用於一般禁制標誌應為正確的敘述。雖然設置規則新

增圓形『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屬於指示性質）的敘述，僅是定義範圍的擴大，並

無損原本圓形禁制標誌的基本定義。故本題維持原答案。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BC )無誤 

第 39題：【考生號碼： 38050、38029 提】 

1.道路於設計階段一般均採雙向車道數相同的配置方式，但基於交通管理之需要，的確會依

據通車使用後之實際交通需求，經調查若有明顯的尖峰性方向不平衡狀況，才會考慮設置

時段性（例如上午尖峰時段、下午尖峰時段等）之調撥車道；而設置不平衡車道當然需要

很多的評估要素，現場調查而得的不同時段之D-factor，也是綜合研判的重要參數。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BCD)修正為( BCDE ) 

七、水上警察學系 

【海巡法規及國際海洋法】 

第 24題：【考生號碼： 39043 提】 

1.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2 條規定，「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

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主管機關得逕行驅離或扣留其船舶、物品，留置其人員或

為必要之防衛處置」。考生所列施行細則規定僅為執法機關海上執法之辦法規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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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母法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要旨，本題選項(C)「大陸

船舶進入臺灣地區禁止水域者，得強制驅離」，仍屬正確之敘述。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E )無誤 

第 33 題：【考生號碼：39041 提】 

1.考生認為有 11 個會期，的確期間有 11 個會期，但最後一個會乃是於 1982 年 12 月

10 日於牙買加所開。因此，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總共開了 12 個會期。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E )無誤 

第 35 題：【考生號碼：39073 提】 

1.本項為命題者漏未將（C）選項列於正確答案中。 

2.故本題原公布答案(DE)修正為( C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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