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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8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各系 

科目：國文與憲法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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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80 題空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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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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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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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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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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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用那樣蠻不講理的姿態／翹向南部明媚的青空／一口又一口／肆無忌憚／對著原是純潔的

風景／像一個流氓對著女童／噴吐你肚子不堪的髒話／你破壞朝霞和晚雲的名譽／把太陽擋

在毛玻璃的外邊／有時，還裝出戒煙的樣子／卻躲在，哼，夜色的暗處／像我惡夢的窗口／

偷偷地吞吐。」請問作者欲以此詩批評何種現象？ 

 (A)無法戒菸     (B)流氓說髒話 (C)空氣汙染 (D)猥褻女童 

2.「八陣圖、七星劍、五丈原、三國一人諸葛亮；十全記、四庫書、九龍壁、六旬萬壽」，

請問以上空格中應填入何人？ 

 (A)秦始皇      (B)唐明皇 (C)馬師皇      (D)乾隆皇 

3.《詩經．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請問此詩之主旨為何？ 

 (A)諷刺貪官汙吏  (B)擔憂鼠患成災 (C)感傷兒女不孝   (D)怨嘆農作物收成不佳 

4.下列文句皆具有因果關係，請問何者屬於「先果後因」的選項？ 

 (A)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B)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C)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  

 (D)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 

5.「縱做到厚爵高官，得意無非俄頃事」、「且看他抛盔卸甲，下場還是普通人」。請問這幅對聯

應該貼在何處？ 

 (A)藥房    (B)戲院 (C)書店 (D)軍營 

6.《裨海紀遊》：「白氣五十餘道，皆從地底騰激而出，沸珠噴濺，出地尺許。」請問文中所描寫

的是臺灣何地的景色？ 

 (A)北投     (B)南投 (C)鹿港 (D)艋舺 

7.下列文句中皆運用了成語，請問何者為使用正確的選項？  

 (A)程又青愛好園藝，家中花園整理得草木扶疏、「椿萱並茂」 

 (B)宋喬平的雙親很早就過世了，「風木之思」令人感傷  

 (C)李大仁經常買高級衣物送給父母，可謂是「彩衣娛親」的孝子  

 (D)單身的廖紐世退休後養了一隻鸚鵡，當成小孩一樣細心照顧，朋友都笑他是「烏鳥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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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禮記．曲禮上》：「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文中「聚麀」一詞應為何意？ 

 (A)亂倫   (B)互相殘殺 (C)爭奪家產 (D)父不慈、子不孝 

9.請問下列哪個成語可用於「輓聯」？ 

 (A)桑榆晚景     (B)桑蓬之志 (C)桑梓流光 (D)滄海桑田  

10.古文之「君子」或指上位者，或指有德者。請問下列何選項之「君子」當解釋為「上位者」？ 

 (A)「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B)「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C)「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D)「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11.「民有、民治、民享」之理念，係由下列何者所提出？ 

 (A)洛克 (B)孟德斯鳩     (C)盧騷 (D)林肯 

12.依大法官釋字第 768 號指出：《國籍法》第 20 條第 1 項及《醫事人員人事條例》，未就具中

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設例外規定，以排除其不得擔任以公務人員身分任用之公立醫療

機構醫師之限制，是否違反《憲法》第 7 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 

 (A)違憲，立即失效  (B)違憲，限期 2 年失效 

 (C)尚無違背憲法  (D)有違憲之虞，須檢討修正  

13.人民之自由權利因公共利益受有超越一般應容忍程度之特別犧牲，法律規定給予補償時，為避

免補償失當或浮濫等情事，受害人對損失之發生或擴大，如有可歸責之事由，固得審酌不同情

狀而排除或減少其補償請求權，惟仍須為達成該目的所必要，始無違反下列何者之規定？ 

 (A)憲法第 8 條之人身自由保護  (B)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 

 (C)憲法第 15 條之財產權補償            (D)憲法第 24 條之國家補償  

14.行政執行法中有關拘提、管收、暫予留置及限制出境等規定，係國家執行機關為追求實現公益

目的，所採取限制人民人身自由與遷徙自由之執行措施。限制出境規定，為干預人民何種基本

權利？ 

 (A)人身自由  (B)行動自由 (C)經濟自由 (D)居住遷徙 

15.人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個人權益維護，得向職權所屬之民意機關或各該主管機關直接提

起何種訴求？ 

 (A) 訴願      (B)訴訟      (C)請願 (D)申訴 

16.公職候選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依據，並以算至何日為準？ 

 (A)參選登記截止日    (B)選舉公報發布日   

 (C)投票日前 1 日   (D)公職人員就任日 

17.下列有關公務人員考試之敘述，何者錯誤？ 

 (A)因應原住民族之就業權益，得舉行特種考試 

   (B)考試及格人員於服務 5 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

機關、學校任職 

 (C)高等考試按學歷分為 1、2、3 級 

 (D)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 3 等 

18.人民收養子女之自由，攸關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人格自由發展，應受憲法何條文所保障？ 

 (A)憲法第 22 條     (B)憲法第 10 條 (C)憲法第 14 條  (D)憲法第 15 條 

19.有關公務員懲戒之休職，休其現職，停發俸（薪）給，並不得申請退休、退伍或在其他機關 

任職，其期間為何？ 

 (A)3 個月以上、1 年以下   (B)3 個月以上、2 年以下 

 (C)6 個月以上、2 年以下 (D)6 個月以上、3 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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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下列何機關？ 

 (A)國家安全諮詢會議及所屬國防研究院    

 (B)國家安全研究院及所屬國家情報局 

 (C)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  

 (D)國家安全諮詢會議及所屬情報安全局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李大芝想寫一篇關於臺灣鄉土文學的小論文，請問下列哪些書籍可當成研究對象？  

 (A)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   (B)王禎和《嫁妝一牛車》  

 (C)琦君《桂花雨》 (D)白先勇《台北人》 

 (E)金庸《鹿鼎記》   

22.請問下列哪些成語出現了錯別字？ 

 (A)破斧沉舟    (B)螳臂擋車 

 (C)包羅萬相                          (D)默守成規 

 (E)含飴弄孫 

23.王老先生今年八十大壽，請問親友可以下列用哪些賀詞來祝福他？ 

 (A)福壽全歸    (B)壽比南山 

 (C)花甲之慶 (D)松柏長青 

 (E)德門生輝   

24.下列關於年齡的代稱何者正確？ 

 (A)花信之年－十八歲    (B)白壽－九十九歲 

 (C)不惑之年－四十歲 (D)米壽－八十歲 

 (E)耳順之年－六十歲 

25.〈為徐敬業討武曌檄〉：「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

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請問文中哪些詞語可解釋為「後宮」？ 

 (A)偽「臨朝」武氏者     (B)太宗「下陳」  

 (C)穢亂「春宮」 (D)先帝之「私」 

 (E)「後房」之嬖   

26.請問下列哪些詞彙可以借代為「皇后」？ 

 (A)「昭陽殿」裡恩愛絕   (B)就中雲幕「椒房」親 

 (C)遙見飛塵入「建章」                (D)宛轉「娥眉」馬前死 

 (E)踐元后於「翬翟」   

27.請問下列成語何者有「懷才不遇」之意？ 

 (A)匏瓜空懸   (B)龍蟠鳳逸   

 (C)孟嘉落帽    (D)明珠暗投   

 (E)倚馬可待 

28.「誇飾」是一種修辭方法，透過主觀情意，故意用誇大鋪張地渲染與鋪飾描述的手法，使之與

真正的事實相差很遠，以加深讀者的印象。請問下列詩文中，何者運用了「誇飾」修辭？ 

 (A)歌吹為風，粉汗為雨（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  

 (B)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柳宗元〈江雪〉） 

 (C)力拔山兮氣蓋世（《史記．項羽本記》）                                 

 (D)彈指之間，已過了三、四年（吳敬梓〈王冕的少年時代〉） 

 (E)飛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銀河落九天（李白〈望廬山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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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古人言談、行文常使用「謙詞」，以示自我謙抑。下列「」中的詞語，屬於謙詞的有？ 

 (A)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  

 (B)「寡人」不足為也  

 (C)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 

 (D)「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於今 

 (E)「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30.《荀子．勸學》一文多方設喻，下列何者為旨意正確之選項？ 

 (A)「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為學應腳踏實地，持之以恆 

 (B)「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環境的良窳，對學習的影響很大 

 (C)「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學習必須專心致志 

 (D)「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物以類聚，事以類從 

 (E)「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為學應慎選名師，如千里馬須有伯樂賞識 

31.下列何者為行政院所設，相當於中央二級之獨立機關？ 

 (A)公平交易委員會     (B)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C)中央選舉委員會 (D)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E)國家發展委員會   

32.下列有關司法院之敘述，何者正確？ 

 (A)置大法官 19 人      

 (B)院長綜理院務及監督所屬機關 

 (C)院長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院長代理其職務  

 (D)置秘書長 1 人，列簡任第 10 職等 

 (E)副院長出缺時，暫從缺；至總統提名繼任副院長經立法院同意，總統任命之日為止 

33.《法官法》所稱法官，係指下列何者？ 

 (A)司法院大法官     (B)高等檢察署檢察官 

 (C)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D)各級法院法官 

 (E)地方檢查署主任檢察官   

34.下列有關地方自治團體之敘述，何者正確？ 

 (A)桃園市八德區為地方自治團體     

 (B)基隆市暖暖區八南里為地方自治團體 

 (C)地方自治團體為依地方制度法實施地方自治，具公法人地位之團體  

 (D)雲林縣為地方自治團體 

 (E)省政府為行政院派出機關，省為非地方自治團體   

35.下列有關地方自治法規之敘述，何者正確？ 

 (A)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例 

 (B)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 

   (C)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鄉(鎮、市) 公所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

基於法律、中央法規之授權，訂定自治規則 

 (D)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 

 (E)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得撤銷 

36.我國公職人員之選舉，以下列何種單記投票方法行之？ 

 (A)無記名    (B)普通 

 (C)直接 (D)委託 

 (E)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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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下列有關僑務與僑居國外國民保護之敘述，何者正確？ 

 (A)我國將僑務列入「基本國策」 

 (B)憲法增修條文將保護僑民政治參與列入之 

 (C)國家對於僑居國外之國民，應扶助並保護其經濟事業之發展 

 (D)僑務委員會掌理僑民教育與經濟事務之規劃、辦理、輔導及聯繫 

 (E)僑務委員會置委員長 1 人，列簡任第 12 職等 

38.憲法有關國民經濟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業，認為有妨害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以法律限制之    

 (B)公用事業及其他有獨佔性之企業，以私營為原則 

 (C)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勵與扶助 

 (D)國民生產事業及對外貿易，應受國家之獎勵、指導及保護 

 (E)國民經濟應以民主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39.有關憲法之施行及修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我國憲法規定事項，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者，以規則定之  

 (B)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得撤銷 

 (C)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 

 (D)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 

 (E)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  

40.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事項包括下列何者？ 

 (A)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     (B)公務人員任免、考績之法制事項 

 (C)公務人員之撫卹、退休 (D)公務人員陞遷 

 (E)公務人員級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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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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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A captain who killed his crewmen on the ship was sent back to Taiwan for _______. 

(A) jury     (B) trial (C) trace (D) attack  

2.Many people in Taiwan believe that capital punishment can _______ crime. 

(A) deter     (B) perpetrate (C) confiscate (D) decay 

3.Illicit or contraband materials such as weapons or drugs found in a public place may be seized by the 

police without a ___________.  

(A) power of attorney  (B) waiver  

(C) warrant (D) subpoena  

4.Tony threatens Peter by saying, “Give me $5,000, or I will cut off your fingers next week.” What 

crime has Tony committed under criminal law?   

(A) Burglary    (B) Extortion (C) Robbery (D) Homicide 

5.The police department made a statement apologizing for its officers’ __________. 

(A) cautiousness     (B) courtesy (C) discreetness      (D) misdeeds  

6.John intentionally burns Mike’s house. What crime has John committed under criminal law? 

(A) Larceny     (B) Arson  (C) Embezzlement (D) Perjury 

7.When visiting any website, you had better not give away your _________ information easily. 

(A) confiscated (B) confidential  (C) counterfeit      (D) consecutive  

8.She cheated people out of their money time after time and can be called a ________ through and 

through. 

(A) swindler (B) defendant (C) cohort (D) heroine  

9.Jane’s childhood was overshadowed by her mother’s __________ in a woman’s prison. 

(A) importation    (B) incarceration (C) inadmissibility  (D) indictment   

10.Making people believe that they are buying a product, then accepting payment but not providing a 

product is ________. 

(A) robbery  (B) theft (C) forgery  (D) f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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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題 段落填空 

The police engage in too many high-speed chases, many of which are unnecessary. A(n) ___11___ is 

more ___12___ to occur when people drive too fast. Officers should ___13___ the severity of a 

suspect’s violation before a pursuit. ___14___ criminals should not be chased if it poses a ___15___ to 

others. 

11.(A) traffic   (B) operation   (C) condition  (D) accident   

12.(A) reasoning   (B) reckless    (C) likely   (D) appropriate 

13.(A) assume   (B) assess    (C) arrest   (D) appear 

14.(A) Non-violent  (B) Excessive    (C) Violent    (D) Discontinued 

15.(A) safety    (B) risk     (C) nature    (D) warrant  

16-20 閱讀測驗: 請根據題意，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It is not always understood that the term physical evidence embraces any and all objects, living or 

inanimate. A knife, gun, signature, or burglar tool is immediately recognized as physical evidence. Less 

often is it considered that dust, microscopic fragments of all types, even an odor, may equally be 

physical evidence and often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It is well established that the most useful types of 

physical evidence are generally microscopic in dimensions, that is, not noticeable by the eye and, 

therefore, most likely to be overlooked by the criminal and by the investigator. For this reason, 

microscopic evidence persists for months or years after all other evidence has been removed and found 

inconclusive. Naturally, there are limitations to the time of collecting microscopic evidence as it may be 

lost or decayed. The exercise of judgment as to the possibility or profit of delayed action in collecting 

the evidence is a field in which the expert investigator should judge. 

16.The one of the following which the above passage does NOT consider to be physical evidence is a  

(A) criminal thought (B) minute speck of dust 

(C) raw onion smell (D) typewritten note  

17.According to the above passage, the rechecking of the scene of a crime 

(A) is useless when performed years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the crime 

(B) is advisable chiefly in crimes involving physical violence 

(C) may turn up microscopic evidence of value 

(D) should be delayed if the microscopic evidence is not subject to decay or loss 

18.According to the above passage, the criminal investigator should 

(A) give most of his attention to weapons used in the commission of the crime 

(B) ignore microscopic evidence until a request is received from the laboratory 

(C) immediately search for microscopic evidence and ignore the more visible objects 

(D) realize that microscopic evidence can be easily overlooked 

19.According to the above passage, 

(A) a delay in collecting evidence must definitely diminish its value to the investigator 

(B) microscopic evidence exists for longer periods of time than other physical evidence 

(C) microscopic evidence is generally the most useful type of physical evidence 

(D) every evidence is likely to be overlooked by the criminal and by the investigator 

20.As used in the passage, the phrase well established most nearly means 

(A) well installed (B) well known 

(C) well erected (D) well instit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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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According to the ______, levels of crime are at this moment getting lower. 

(A) altitudes   (B) numbers  

(C) collections (D) figures  

(E) statistics   

22.Hackers were trying to _________ an important document on a computer in obtaining a benefit. 

(A) alter    (B) misconduct  

(C) steal                               (D) offend 

(E) fraud 

23.It is important for everyone, including police officers, to drive _______. 

(A) aggressively    (B) carefully  

(C) safely (D) carelessly 

(E) cautiously   

24.Most countries require tourists to have a(n) _______ passport to enter or leave. 

(A) illegitimate (B) important  

(C) eligible (D) valid 

(E) legally binding  

25.The police caught the tourists who had a suitcase full of ______ objects. 

(A) prohibited (B) banned  

(C) automatic (D) smuggled  

(E) illicit 

26.The narcotic detective ______ the man for weapons. 

(A) frisked (B) disturbed 

(C) patted down (D) searched 

(E) put out 

27.Whenever possible, have someone ______ you when you use ATM at night. 

(A) restrain (B) walk with  

(C) accompany (D) escort  

(E) go to 

28.Apps and websites that do not protect their users may be ______ under the new regulation. 

(A) handcuffs (B) blocked  

(C) spread (D) enclosured  

(E) fined 

29.Narcotics investigators ______ a drug deal who carried 30 kg of controlled medications. 

(A) provided (B) cooperated  

(C) interrogated (D) violated  

(E) questioned 

30.For your own protection, shred documents containing _______ information before discarding. 

(A) classified (B) financial   

(C) reasonable (D) explosive  

(E) ver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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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I've been ______ twice and all my money was cleared out. 

(A) mugged (B) stole 

(C) robbed (D) fired  

(E) suspended 

32.Police officers captured several _______ who tried to make people take part in a demonstration. 

(A) protesters (B) hostages 

(C) alibi (D) rebels  

(E) agitators 

33.The drug dealer was found in possession of cocaine and got _______during a police raid. 

(A) distinguished (B) apprehended  

(C) arrested (D) forced  

(E) busted 

34.John was _______ illegal substances at the internet café and got caught. 

(A) looking (B) distributing 

(C) selling (D) suspecting  

(E) manufacturing  

35.He was arrested for using ________ ID.  

(A) forged (B) fake      

(C) treasured             (D) counterfeit  

(E) sculptured 

36.When police officers arrived at the scene of the deadly crash, they learned there had been one 

_________. 

(A) fatality (B) death  

(C) celebration (D) attraction     

(E) birth 

37.Officer Chang walked 8 miles today. She never guessed that she could walk _____ far. 

(A) that                  (B) this 

(C) such                (D) as 

(E) so 

38.Officer Huang seldom makes a patrol in the morning. _________________ 

(A) So does Officer Chen.  (B) Officer Chen is too. 

(C) Officer Chen doesn't too.   (D) Nor does Officer Chen. 

(E) Officer Chen doesn't either. 

39.Though the policeman __________ at the time, he recognized the man as a wanted criminal and 

arrested him on the spot. 

(A) was of service   (B) was out of service 

(C) was on duty     (D) was off duty 

(E) got off work 

40.The program deals with drug addiction,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issues _________ gang crimes. 

(A) link with       (B) relative to 

(C) related to          (D) associating with 

(E) link up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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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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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持刀脅迫 A 將身上的錢交出，A 無法抗拒，交出身上僅有的 2 千元，甲改變心意而將 A 殺

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構成刑法第 332 條第 1 項強盜殺人罪      

(B)構成刑法第 328 條第 3 項強盜致人於死罪 

(C)構成刑法第 330 條加重強盜罪與第 271 條殺人罪，數罪併罰   

(D)構成刑法第 328 條普通強盜罪與第 271 條殺人罪，數罪併罰 

2. 下列何罪以行為人持有他人之物為前提？ 

 (A)背信罪  (B)毀損罪 (C)侵占罪 (D)竊佔罪 

3. 持偽造的儲金簿向郵局提款，依判例之見解，應成立何罪？ 

 (A)行使偽造之私文書罪 (B)行使偽造之有價證券罪  

(C)行使偽造之公文書罪 (D)行使偽造之特種文書罪 

4. 學長甲認為體罰不受管教的學弟乃是作為實習幹部學長之職分，即使稍微過度亦無妨，乃對拒

絕參加晚點名的學弟 A 處罰伏地挺身 200 下，致 A 手臂肌肉受傷。依錯誤理論，甲較有可能

是下列何種錯誤？ 

 (A)誡命錯誤 (B)禁止錯誤 (C)構成要件錯誤 (D)反面的構成要件錯誤 

5. 甲放火燒毀 A 宅，未料火勢延燒到鄰居 B、C 二家之住宅，甲所成立之放火罪，下列何者正確？ 

 (A)結果加重罪     (B)想像競合 (C)單純一罪 (D)數罪併罰 

6. 甲持制式手槍一把，侵入 A 宅後見 A 在家，持槍對準 A，命 A 交付財物，A 心生畏懼，為求

保命只好將財物交付甲。甲應成立何罪？ 

 (A)加重強盜罪 (B)恐嚇取財罪  (C)準強盜罪 (D)擄人勒贖罪 

7. 甲先後犯竊盜罪和傷害罪，兩罪均經檢察官起訴，法院判決竊盜罪之宣告刑 3 年 6 個月有期徒

刑，傷害罪之宣告刑為 1 年 3 個月有期徒刑。法院所定之應執行刑，下列何者符合刑法第 51

條之規定？ 

(A)3 年 5 個月  (B)1 年 4 個月  (C)4 年 8 個月 (D)4 年 10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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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刑事案件第一審通常審理程序，包括以下各階段 ①言詞辯論 ②被告之權利告知 ③被告自白

筆錄之調查 ④被告人別訊問 ⑤調查被告犯罪證據。依各階段程序先後排列，以下順序何者正

確？ 

 (A)④②⑤③①    (B)④②③⑤① (C)④②⑤①③ (D)②④⑤③① 

9. 甲竊取乙的鑽戒 1 枚和珠寶項鍊 1 條，又侵入丙宅竊取丙之古董名畫 1 幅。司法警察官 A 依

法聲請取得搜索票，搜索票上記載應扣押物為「乙的鑽戒 1 枚」。執行搜索時，A 發現乙的珠

寶項鍊及丙的古董名畫。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僅能扣押乙的珠寶項鍊，因屬本案之證物 

 (B)皆可扣押，因可證明甲對乙及丙分別犯有竊盜罪之事實 

 (C)因搜索票未記載這兩件物品，故皆不得扣押 

 (D)僅能扣押丙之古董名畫，因可據此證明甲另對丙犯有竊盜罪之事實 

10. 警察甲在巡邏時，見乙持刀進入某銀樓行搶，立即將乙加以逮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對乙所為之逮捕，係合法之現行犯逮捕 

 (B)甲逮捕乙時，為確保甲之安全，並得搜索乙之身體及其隨身攜帶之物品 

 (C)甲因乙之供述，對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於情況急迫時，得逕行拘提該共犯 

 (D)甲立即搜索乙行搶時所使用停放在銀樓附近之機車後，應 3 日內陳報該管法院 

11. 下列何者敘述，甲為準中止犯？ 

 (A)甲殺乙後離去，經路人報警送醫，乙未死 

 (B)甲殺乙後，甲叫救護車，但在救護車抵達前，乙已被路人送醫救治，乙未死 

 (C)甲殺乙後，甲叫救護車，但在救護車抵達前，乙已被警察送醫救治但仍因傷重致死  

 (D)甲殺乙後，心生不忍立即迅速急救，但乙仍因傷重致死 

12. 甲耳聞乙想殺他，於是隨身攜帶手槍防身。某日見乙迎面走過來，乙伸手到大衣胸前口袋，甲

以為乙要取槍殺他，於是立即拔槍對乙射擊，乙中彈身亡。後來發現乙胸前只有 1 包香煙及 1

個打火機。下列敘述(甲持槍部分不論)，何者正確？ 

 (A)甲是正當防衛，不罰      

 (B)甲是誤想防衛，應成立故意殺人罪 

 (C)甲是誤想防衛，應阻卻殺人故意，成立過失致死罪 

 (D)甲是誤想防衛，雖是故意殺人，但僅負過失致死之罪責 

13. 甲對乙實施強盜行為，造成乙手部擦傷及損失 1 萬元，甲之行為該如何論處？ 

 (A)甲成立強盜罪及傷害罪，依想像競合，論強盜罪 

 (B)甲成立強盜罪及傷害罪，依法條競合，論強盜罪 

 (C)甲成立強盜罪及傷害罪，依實質競合，數罪併罰 

 (D)甲成立強盜罪及傷害罪，依與罰前行為，論強盜罪 

14. 甲、乙、丙共同謀議要偷珠寶公司之鑽石，由乙、丙進屋偷取，甲則開車接應。某日，甲得知

該珠寶公司保全設備有狀況，於是立即通知乙、丙。乙、丙攜帶刀棍進入珠寶公司順利取得鑽

石後，由甲開車接應離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應成立竊盜罪之教唆犯，乙、丙應成立竊盜罪之共同正犯 

 (B)甲應成立竊盜罪之幫助犯，乙、丙應成立竊盜罪之共同正犯 

 (C)甲、乙、丙應成立普通竊盜罪之共同正犯 

 (D)甲、乙、丙應成立加重竊盜罪之共同正犯 

15. 下列何者不具保證人地位？ 

 (A)參與毒趴的共同吸毒者之間  

 (B)共同冒險的登山團體成員 

 (C)私立托嬰中心的褓姆  

 (D)同性伴侶組成的家庭成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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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於刑法性侵害犯罪之強制治療處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犯強制性交罪之犯罪人，於刑之執行前，應先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治療 

 (B)犯公然猥褻罪之犯罪人，於徒刑執行期滿前，接受治療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危險，

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治療 

 (C)犯強制性交罪之犯罪人，其強制治療期間為至治癒為止，但最長不得逾 3 年 

 (D)犯強制性交罪之犯罪人，其強制治療期間為至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但最長不得逾 3 年 

17. 被告甲於收到判決書後決定上訴，原預計於上訴期間的最後 1 天(5 月 1 日)向法院送交上訴狀，

結果於 4 月 30 日夜間發生地震，造成甲通往法院的道路山崩，而無法如期提出上訴狀。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甲因為遲誤上訴期間，不得上訴     

 (B)甲得於道路搶通後 5 日內向原審法院聲請回復原狀，待法院裁定回復原狀後，再提起上訴 

 (C)甲得於道路搶通後 10 日內向原審法院聲請回復原狀，並同時補提上訴狀 

 (D)甲得於道路搶通後 5 日內向原審法院聲請回復原狀，並同時補提上訴狀 

18. 甲在桃園市殺人被捕，經檢察官向桃園地方法院提起公訴後，甲又在臺中市殺人，經檢察官向

臺中地方法院提起公訴，並予以羈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所犯同一案件，由繫屬在先之桃園地方法院審判 

(B)甲所犯同一案件，因甲被羈押在臺中，臺中為其身體所在之地，由臺中地方法院審判 

(C)經桃園地方法院同意，可以裁定將案件移送予臺中地方法院合併審 

(D)桃園地方法院如先判決確定，臺中地方法院應為免訴判決 

19. 關於告訴權人，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被害人之配偶得獨立告訴 (B)通姦罪非配偶不得告訴 

(C)被害人之法定代理人得獨立告訴 (D)被害人之子女得獨立告訴 

20. 為瞭解被告心神狀態，有將被告送入醫院進行心神狀態鑑定之必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被告經拘捕到場，有鑑定被告心神狀態必要，不論期間長短，均應用鑑定留置票 

(B)被告對於法院核發的鑑定留置票，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404 條但書規定，提起抗告 

(C)鑑定留置票，於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審判中由法官簽名 

(D)鑑定留置之預定期間，法院得裁定縮短，但不得延長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僅依共犯從屬性如下之【見解】，下列選項之敘述何者正確？ 

【見解】：共犯之成立必須正犯之行為該當不法構成要件且具有違法性。 

 (A)甲唆使強盜犯Ａ的妻子乙藏匿Ａ時，乙果真藏匿 A，甲不成立藏匿犯人罪的教唆犯 

 (B)甲唆使未滿 14 歲之人乙竊盜時，乙果真竊盜，甲不成立竊盜罪的教唆犯 

 (C)甲唆使乙侵入Ａ1 人居住之住宅，乙經Ａ之同意進入其住宅時，甲不成立侵入住居罪之教唆

犯 

 (D)甲唆使乙偽造支票，乙非出於行使該支票之目的時，甲不成立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教唆犯 

 (E)甲唆使乙偽證，乙作為證人依法具結後，雖為虛偽之陳述，但於訊問證人之程序結束後，

判決宣告前自白時，甲不成立偽證罪之教唆犯。 

22. 下列何者不屬於刑法所規定的「保安處分」？ 

 (A)易服社會勞動  

 (B)感化教育  

 (C)強制戒治                           

(D)監護  

 (E)易服勞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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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關結果加重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過失之加重結果與基本構成要件之行為須有因果關係 

 (B)行為人對加重結果的發生，須在主觀上已有預見 

 (C)侵入住宅搶奪致人受重傷亦為結果加重犯 

 (D)行為人對加重結果的發生，須有預見之可能性 

 (E)結果加重犯是由故意的基本構成要件與過失之加重結果組合而成 

24. 甲所為之下列何種行為，可能構成誣告罪？ 

 (A)捏造事實，向經濟部告發 A 貿易公司，涉嫌跨國洗錢 

 (B)捏造事實，投稿於報紙，公開指涉政府官員 A 收受賄賂 

 (C)捏造事實，向監察委員檢舉警察局局長 A 圖利 KTV 業者  

 (D)捏造事實，向警察分局檢舉 A 藏匿人犯，但以匿名信郵寄給鄉公所轉交警察分局的方式為

之 

 (E)以匿名信函，捏造事實，向國稅局舉發 A 逃漏鉅額稅款 

25. 關於刑法第 329 條準強盜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不承認準強盜罪之未遂罪  

(B)本罪屬於裁判上一罪  

(C)強暴脅迫與取財之間沒有方法目的的關係  

(D)搶奪或竊盜未遂者不能成立準強盜罪  

(E)當場施強暴、脅迫，須達到難以抗拒的程度 

26. 下列何種情形不適用我國刑法處罰？ 

 (A)泰國人在美國普通傷害我國人  

 (B)菲律賓人在公海上運送毒品 

 (C)美國人在我國籍飛機上竊盜日本人財物 

 (D)我國人在肯亞普通詐欺英國人  

 (E)印尼人在印尼殺死我國人 

27. 甲在不同時地分別犯放火、竊盜和傷害三罪，經檢察官偵查終結，對三罪均予以起訴。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檢察官得先起訴二罪，再追加起訴另一罪   

(B)檢察官應將三罪分別起訴  

(C)甲一人犯三罪，檢察官應合併起訴         

(D)檢察官得先起訴一罪，再獨立起訴另二罪 

(E)檢察官得先起訴一罪，再獨立起訴第二罪，之後再追加起訴第三罪 

28. 下列之裁定，何者得提起抗告？ 

 (A)法院限制被告出境之裁定 

 (B)法院駁回被告聲請法官迴避之裁定 

 (C)法院駁回被告調查證據聲請之裁定 

 (D)法院為搜索扣押之裁定 

 (E)法院科處證人罰鍰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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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甲、乙 2 人涉嫌共同殺人，經檢察官將 2 人列為共同被告提起公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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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被害人殺死，自己僅在外負責接應；乙於偵查及審判中則始

終堅稱自己並未涉案。法院如果要以被告甲在審判中的陳述作為共同被告乙不利的證據使用

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法院應將甲乙 2 人之調查證據程序裁定分離，因共同被告甲、乙之殺人案件係屬不同被告

之二案件，本即應分離程序 

 (B)法院應將甲乙 2 人之調查證據程序裁定分離，因共同被告甲與乙之利害相反，應使甲以證

人地位，命其具結而賦予被告乙對其有行使反對詰問之機會 

 (C)被告乙得聲請法院將調查證據之程序裁定分離  

 (D)未經檢察官之聲請，法院不得逕行裁定分離程序 

 (E)法院不應裁定分離程序，因共同被告甲對於乙之案件而言，仍具被告身分，應保護其保持

緘默之權利 

30. 警察乙在追捕現行犯甲的過程中，尾隨甲進入丙之住宅，乙在進到丙的住宅後，於茶几上發現

槍枝一把，隨後進到臥室，打開抽屜發現大量毒品，最後在貯藏室發現甲，並予逮捕。關於警

察乙之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警察乙所發現之槍枝及毒品均屬違法搜索所取得之證據 

 (B)警察乙未事先獲有法院核發之搜索票，不得進入丙之住宅內執行逮捕，故警察乙逮捕甲之

行為不合法 

 (C)警察乙發現槍枝應屬合法之搜索，但是毒品則應為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  

 (D)槍枝及毒品之發現應均屬合法 

 (E)乙進入丙宅逮捕甲不需法院簽發拘票，亦不需搜索票 

31. 下列情形，何者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A)甲、乙均為我國國民，在美國機場起爭執，甲拉扯乙頭髮造成頭皮撕裂傷，送醫縫了 3 針 

 (B)甲為日本國民、乙為我國國民，在日本街上甲對乙臉部潑硫酸，造成乙被毀容 

 (C)甲、乙均為我國國民各有配偶，在一次相約赴泰國旅遊，其間發生數次通姦行為  

 (D)甲、乙均為我國國民，共同赴肯亞設立電信機房，對中國大陸國民進行電信詐欺行為 

 (E)甲、乙均為我國國民，共同赴日遊學，甲對乙強制猥褻 

32. 關於刑法第 266 條普通賭博罪，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本罪為必要共犯之對向犯 

 (B)在公眾得出入之旅館中，租 1 房間供人聚賭，得成立本罪 

 (C)所謂賭博係指輸贏是決定於偶然的事實 

 (D)當場賭博的器具，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E)會員制賭博網站之簽賭，得成立本罪 

33. 關於教唆犯與幫助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教唆犯與幫助犯的成立，必須符合限制從屬性原則 

 (B)正犯必須著手實行不法行為且具罪責，教唆犯或幫助犯才會成立 

 (C)對於過失的行為，無法成立教唆犯或幫助犯  

 (D)對犯意已決的人教唆，仍可成立教唆犯 

 (E)即使正犯不知有幫助行為的存在，亦不影響幫助犯的成立     

34. 下列何者為刑法第 298 條略誘婦女罪之行為客體？ 

 (A)與父母同住的 20 歲女大學生   

 (B)與父母同住的 20 歲女作業員 

 (C)與父母同住的 18 歲的新婚人妻        

 (D)與父母同住的 18 歲的失婚人妻 

 (E)與父母同住的 18 歲的未婚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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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關於《刑事訴訟法》中之代理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自訴應委任律師為代理人 

 (B)沒收參與人應委任律師為代理人 

 (C)告訴應委任律師為代理人 

 (D)告訴代理人具律師身分時，審判中有閱卷權 

 (E)起訴罪名為告訴乃論罪時，被告得委任代理人 

36. 下列何種情形，視為撤銷羈押？ 

 (A)羈押期滿，延長羈押之裁定未經合法送達者 

 (B)羈押原因消滅時  

 (C)羈押之被告受緩起訴處分者                     

 (D)羈押之被告經諭知無罪者  

 (E)審判中羈押期滿未經裁判者 

37. 關於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製作筆錄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詢問筆錄之製作，應由詢問以外的人為之，不得有例外 

 (B)詢問過程應全程錄音，但有急迫情形且記明筆錄者，不在此限 

 (C)詢問過程中，犯罪嫌疑人不得請求對質                      

 (D)詢問過程中，犯罪嫌疑人所選任之辯護人得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E)犯罪嫌疑人表示已選任辯護人時，在辯護人到達前，仍可繼續詢問，以爭取時效 

38. 關於被告自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被告出於利誘之自白，但與事實相符者，仍得為證據  

 (B)被告之自白，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C)法院對於得為證據之被告自白，除有特別規定外，非於有關犯罪事實之其他證據調查完畢

後，不得調查  

 (D)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 

 (E)被告抗辯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時，法院應命被告就抗辯事實指出證明之方法 

39. 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聲請再審，得由下列何者為之？ 

 (A)管轄法院之檢察官  

 (B)受判決人 

 (C)受判決人之配偶  

 (D)受判決人之法定代理人 

 (E)自訴人 

40. 審判期日，除有特別規定外，被告不到庭者，不得審判。例外得不待被告陳述而逕行判決，此

謂之缺席判決，下列何者可為缺席判決？ 

 (A)第二審上訴審理中，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理由不到庭者     

 (B)法院認為應科拘役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理由不到庭者 

 (C)被告經合法傳喚到庭後，未受許可而退庭者 

 (D)被告經合法傳喚到庭後，拒絕陳述者 

 (E)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而顯有應諭知無罪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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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8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交通學系 

科目：交通工程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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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80 題空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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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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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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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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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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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4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我國道路交通標誌中，哪一標誌為倒三角形？ 

 (A)「讓」     (B)「慢」 (C)「停車再開」 (D)「禁止停車」 

2. 公路設置防眩板最主要的考量因素為何？ 

(A)降低路側眩光    (B)降低路燈眩光 (C)降低對向小車眩光 (D)降低對向大車眩光 

3. 根據《公路路線設計規範》，設置爬坡車道的時機為何？  

 (A)大車與小車的速差超過 15 公里/小時 (B)大車速率低於 30 公里/小時 

 (C)大車組成超過 15%  (D)視需要設置 

4. 已知下表的號誌化路口停等車平均疏解車距(Headway，秒)資料，則飽和流率(Saturation Flow 

Rate)為何？ 

 

  

 (A)1,600     (B)1,800 (C)2,000 (D)2,200  

5. 同前題，啟動損失時間為幾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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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標誌的正確名稱為何？ 

 (A)前有測速標誌     (B)測速執法標誌 (C)測速取締標誌 (D)前有執法標誌 

7. 依據現行《道路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規定，「機慢車左轉待轉區線」的性質為何？ 

 (A)警告 (B)禁制 (C)指示 (D)輔助 

8.  標誌的正確名稱為何？ 

 (A)留意兒童    (B)留意行人 (C)當心行人 (D)當心兒童 

停等位置(Queuing Posi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均疏解車距(秒) 3.2 2.7 2.3 2.0 1.8 1.9 1.8 1.8 1.7 1.8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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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若於高速公路一路段之路側觀測外側車道通過車輛數，如觀測時段長度為 1 秒鐘，其所觀測

到的車輛數較接近何種機率分配？ 

 (A)常態(Normal)分配  (B)卜瓦松(Poisson)分配  

 (C)均勻(Uniform)分配 (D)二項(Binomial)分配 

10. 同前題，若觀測時段長度為 30 秒，其所觀測到的車輛數較接近何種機率分配？ 

 (A)常態(Normal)分配  (B)卜瓦松(Poisson)分配 

 (C)均勻(Uniform)分配 (D)二項(Binomial)分配 

11. 交通標誌的管制意義主要依賴下列何者分類？ 

 (A)標誌牌面大小     (B)標誌牌面形狀 (C)標誌牌面顏色 (D)標誌牌面圖案 

12. 交通標線主要靠甚麼特徵來管制劃分行車方向？ 

 (A)線條粗細     (B)實線虛線 (C)線條顏色 (D)線條箭頭  

13. 為使行車中之駕駛人易於辨識，繪設於路面之標字，其寬高比例為何？ 

 (A)1:1 (B)1:1.5 (C)1:2 (D)1:2.5 

14. 有關行人交通管制設施設計，所採取的一般行人步行速率為何？ 

 (A)0.8 公尺/秒     (B)1.0 公尺/秒 (C)1.2 公尺/秒 (D)1.6 公尺/秒 

15. 彰化地區最近試辦 Z 字形行人穿越道標線，採取 Z 字形設計對於交通安全維護的機轉為何？ 

 (A)創新功能吸引行人使用     (B)非直線設計引起駕駛人注意  

 (C)主動式導引穿越行人視線 (D)提供穿越行人中途停止休息 

16. 一條道路的設計等級已確定，道路平曲線以某一轉彎半徑設計，為維護車輛行駛安全宜有下列

哪一種設計配合？ 

 (A)超長設計     (B)超寬設計 (C)超高設計 (D)超重設計 

17. 行車管制號誌之黃色燈號時間一般約 3~5 秒，其時間長度決定主要考慮下列哪一因素？ 

 (A)路口寬度     (B)行車速度 (C)行車速限 (D)行人步行速度 

18. 依現行《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所規定的交通號誌黃燈時段長度設置標準，其所採

用的設計用反應時間約為幾秒？ 

 (A)0.75 秒     (B)1.50 秒 (C)2.00 秒 (D)2.50 秒 

19. 兩條分別為雙向雙車道的道路所構成的四叉路口，經號誌化後，其潛在衝突至少會降低多少？ 

 (A)50%     (B)40% (C)30% (D)20% 

20. 針對一個 24 小時運行、號誌週期 120 秒的路口獨立雙時相號誌，進行優化重整，黃燈時間各

縮短 1 秒，對下列何者貢獻最大？ 

 (A)減少停等時間     (B)降低事故發生 (C)增加通行時間 (D)減少闖紅燈機會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下列何者為設置行車管制號誌的考量因素？ 

 (A)幹道連鎖   (B)學校或機關的出入口 

 (C)尖峰小時汽車交通量 (D)行人穿越數 

 (E)肇事紀錄   

22. 下列哪一些績效指標適合用來衡量高速公路車流狀況的運作品質？ 

 (A)速限與平均速率之差距   (B)流率/容量比 

 (C)平均速率                          (D)佔有率 

 (E)平均延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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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列何者為「地名方向指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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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24. 下列何者是輔助標誌？ 

 (A)車輛故障標誌     (B)可變性標誌(CMS) 

 (C)附牌   (D)當心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標誌 

 (E)開亮頭燈標誌 

25. 依據現行《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規定，關於「標字」的說明，何者正確？ 

(A)文字一律為中文，用正楷或變體字 

(B)字體大小應予一致，標寫順序縱向者一律採由遠而近，橫向者一律採由左而右之方式 

(C)為使行車中之駕駛人易於辨識，筆劃寬度橫豎比得採二比一 

(D)數字一律為阿拉伯數字，用等線體或變體字，字體大小應予一致 

(E)英文得視需要使用 

26. 請問以下哪些是警告性質的標線？ 

 (A)減速標線     (B)障礙物體線 

 (C)調撥車道線                         (D)「慢」標字 

 (E)機車停等區線   

27. 下列關於交通參數(parameter)的敘述，何者正確？ 

(A)車輛偵測器可以估計「占有率」 

(B)同一路段之時間平均速率略高於空間平均速率 

(C)車流率與密度可用於估計時間平均速率 

(D)一般公路的 K-factor 約在 0.08~0.12 之間 

(E)D-factor 可作為研判是否設置不平衡車道之基礎 

28. 下列哪些設施可以降低事故的發生率？ 

 (A)拒馬      (B)碰撞緩衝設施 

 (C)交通錐  (D)剛性護欄 

 (E)警示燈   

29. 下列哪些是關於「標線型人行道」的正確說明？ 

 (A)行人專用     (B)汽機車可以臨停 

 (C)綠色鋪面  (D)行人可雙向行走 

 (E)常設定行人通行時段   

30. 下列關於「左轉專用機慢車道」的敘述，何者正確？ 

 (A)通常設在最右側車道    (B)設有左轉專用時相且與左轉汽車道同步 

 (C)車道藍色鋪面  (D)宜與直行機慢車道適當區分 

 (E)常設置在 T 型路口改善機慢車左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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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行走行人」綠色燈號顯示時，行人要注意剩餘秒數，才能正確判斷是否可以進入道路 

(B)「站立行人」顯示紅色燈號時，行人禁止進入道路 

(C)尚未進入行穿線前，「行走行人」綠色燈號閃光顯示，表示要趕快通過 

(D)在行穿線內發現「行走行人」綠色燈號閃光，表示行人要儘速通過路口 

(E)行穿線若有庇護島，穿越路口的行人可選擇在上面停留 

32. 用路人未遵守下列哪些標誌牌面管制規定之交通行為，將面臨執法人員取締告發？ 

 (A)警告標誌     (B)禁制標誌 

 (C)遵行標誌 (D)限制標誌 

 (E)指示標誌   

33. 對於短延時、高停車需求地區，有哪些停車管理策略可提升停車位轉換率？ 

 (A)提高費率    (B)計時收費 

 (C)計次收費 (D)累進收費 

 (E)15 分鐘免費   

34. 一般交岔路口實施左轉保護交通號誌時制，左轉綠燈時段通常設計於直行綠燈時段後，在甚麼

狀況下會做例外設計？ 

 (A)路口路肢複雜   (B)對向直行車流量大 

 (C)左轉流量大 (D)欠缺停儲空間 

 (E)號誌週期太長   

35. 護欄在事故發生時，主要的功能為何？ 

 (A)防撞     (B)分隔 

 (C)阻絕 (D)吸能 

 (E)導引   

36. 根據高速公路 ETC 門架測站地點及所紀錄的車輛通過測站的時間，可以求算下列哪些交通資

訊？ 

 (A)交通流量    (B)車輛密度 

 (C)行駛速率 (D)道路容量 

 (E)服務水準   

37. 下列交通事故發生記錄統計分析方法，何者適合作為警察機關執法勤務規劃安排之依據？ 

 (A)日時間分布    (B)週時間分布 

 (C)月時間分布 (D)季時間分布 

 (E)年時間分布 

38. 交通調整號誌系統係以偵測器蒐集交通量資訊，並計算出最佳之控制時制計畫，即時反應交通

變化，可以達到下列哪些目的？ 

 (A)通行流量最大   (B)通行延誤最少 

 (C)停止次數最少 (D)行駛速率最高 

 (E)通過路口數最多   

39. 下列哪幾個條件並存時，雙時相行車管制號誌適合實施早開或遲閉的運作方式？ 

 (A)交通流量大 (B)道路寬度有限 

 (C)左轉流量大 (D)大型車流量大 

 (E)尖峰特性強   

40. 由下列哪些交通調查的微觀參數，可以直接換算交通流量？ 

 (A)時間間距      (B)空間間距  

 (C)流率 (D)抵達率 

 (E)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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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8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交通學系 

科目：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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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80 題空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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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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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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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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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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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個別用路人基於他人有遵守交通法規的義務，所獲得優先使用或通行特定道路空間的利益，稱

為： 

(A)工程上的路權 (B)經濟上的路權 (C)營運上的路權 (D)事故歸責上的路權 

2.處理交通事故時，關於肇事者相關證照之代保管，係依據下列何種法令規定辦理？ 

 (A)《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B)《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 

 (C)《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D)《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3.假設事故現場留有機車左倒之刮地痕長度為 9.8 公尺，且機車左倒與地面之摩擦係數為 0.5，

請計算機車倒地時之車速約為每小時多少公里？ 

(A)11.4 (B)25.0 (C)35.3 (D)40.3 

4.交通肇事專責審核人員完成肇因研判後，於填製違規通知單時，其應到案之日期，應距舉發日

多少天？ 

(A)7 (B)10 (C)30 (D)45 

5.下列何種情況最有可能會產生跳漏的煞車痕？ 

 (A)緊急狀況下連續分段踩放煞車 (B)半拖車裝載不足緊急煞車 

 (C)在鬆軟碎石路面煞車 (D)大客車緊急煞車向左拉方向盤 

6.員警調查交通事故時，關於訊問筆錄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應將感知反應過程詢問調查清楚 (B)應將撞擊過程詢問調查清楚 

 (C)應給當事人辨明陳述之機會 (D)等候律師到場辯護之時間為 8 小時 

7.下列何種事故現場跡證屬於分析證據？ 

(A)落土 (B)輪跡 (C)刮地痕 (D)車體刮擦痕 

8.下列何者屬於輪胎鎖死不動與路面摩擦所產生之輪胎痕跡？ 

(A)扁平胎痕 (B)加速拖痕 (C)撞擊滑痕 (D)滾動印痕 

9.有關交通肇事逃逸致人重傷案件，應由下列何單位負責偵辦？ 

(A)分局交通分隊 (B)分局偵查隊 (C)分局派出所 (D)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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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列何者為考量交通事故現場管制範圍大小之關鍵因素？ 

(A)道路寬度 (B)交通組成 (C)事故類別 (D)車流速度 

11.依規定各級單位人員，對於交通事故案件，有關民事和解之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A)為了建立警民關係，應直接或間接促成 (B)由民意代表之請託，可主動參與和解 

 (C)因有違規行為，得以扣留證照促成和解 (D)事故當事人有請託，得訴請法院處理 

12.警察機關於處理事故中，發現當事人有疑似身心障礙者時，應即時通知當地何單位予以協助？ 

(A)社會主管機關 (B)社工主管機關 (C)社福主管機關 (D)社政主管機關 

13.汽車駕駛人肇事後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時，警察處理之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A)抵達現場發現拒測立即要求其配合測試 

 (B)確認其飲完酒超過 15 分鐘後加以勸導其測試  

 (C)確認其飲完酒超過 15 分鐘後強制其測試 

 (D)經勸導其無效後，直接舉發其拒測違規 

14.對於現場勘察所發現之跡證中，下列何者為可支配跡證？ 

(A)手錶 (B)煞車隱跡 (C)刮地痕跡 (D)輪胎印痕 

15.交通事故現場實施攝影主要的目的，下列何者正確？ 

 (A)作為肇因分析依據 (B)補充現場測繪不足  

 (C)便於重組肇事經過 (D)了解現場跡證態樣 

16.抵達交通事故現場後，下列哪一個作為最好與現場勘查同時進行，以確保現場跡證之完整？ 

(A)協助救護傷患 (B)交通管制與疏導 (C)現場攝影 (D)現場測繪 

17.繪製交通事故現場草圖時，應注意各跡證間的關係，下列何者不正確？ 

(A)遠近關係 (B)線間的關係 (C)大小關係 (D)前後關係 

18.交通事故案件調查訪問作為的主要目的，下列何者正確？ 

 (A)分析肇事原因 (B)研判肇事責任 

 (C)確認事故當事人 (D)幫助了解肇事經過 

19.處理交通事故現場跡證蒐集完畢，現場清理後，欲撤除警戒管制時，下列何者正確？ 

 (A)各項警戒器材裝備，應由外向內逐漸拆除收回 

 (B)現場範圍較大時，設備器材由內往外圍分階段逐步恢復交通 

 (C)警戒器材裝備，應由內向外逐漸拆除收回 

 (D)先全面封鎖交通，再收回警戒器材設備，以維員警安全 

20.對於處理人車碰撞之事故中，汽車撞擊人體後，最常見之前擋風玻璃車損狀況，下列何者正確？ 

(A)放射狀車損 (B)蜘蛛網狀車損 (C)格子狀車損 (D)直裂狀車損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處理 A3 類道路交通事故時，現場蒐證之作業內容包括： 

 (A)調查現場周邊有無監視錄影設備 (B)製作談話紀錄表 

 (C)填寫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D)製作 A3 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 

 (E)將肇事車輛標繪後，移置不妨礙交通處所 

22.下列何種事故現場的路面跡證，可以用來研判碰撞地點？ 

 (A)轉折痕 (B)偏向拖痕 

 (C)煞車滑痕 (D)撞擊滑痕 

 (E)輪胎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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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下列何種交通事故現場蒐證之作為，可用來協助研判事故是否為故意製造所形成的假事故？ 

 (A)是否有嚴重宿疾 (B)是否有投保鉅額保險 

 (C)是否有車輛碰撞現場無相對應之跡證 (D)被害人體傷是否有非碰撞形成之部位 

 (E)事故過程是否有明顯能防止而不能防止之情事 

24.下列何種事故現場的物證資料，可以用來研判碰撞前車輛的行車速率？ 

 (A)行車紀錄紙 (B)行車監視錄影畫面 

 (C)機車後視鏡刮擦痕 (D)側向滑痕 

 (E)車體感應性損壞痕跡 

25.下列何種交通意外事故，必須依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之規定處理？ 

 (A)某餐廳附設停車場事故 (B)某醫療院所附設停車場事故 

 (C)鐵路平交道事故 (D)某大學校園內事故 

 (E)隧道內火燒車事故 

26.有關機車和機車碰撞之事故，若欲了解機車倒地時之車速，應勘查下列哪些跡證？ 

 (A)路面摩擦係數 (B)機車倒地型態 

 (C)機車倒地產生的刮地痕長度 (D)重力加速度 

 (E)刮地痕跡歸屬何機車所產生 

27.有關事故現場測繪的方法及其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圓環事故選用直角座標法測繪 (B)三角定位法選擇一條基準線和一個基準點即可 

 (C)彎道事故選用三角定位法測繪 (D)路面邊線為直角座標法常被選用的基準線 

 (E)路口路緣線之延伸線交叉點為直角座標法之良好基準點 

28.有關重大交通事故之定義及其書面檢討報告函送和內容項目等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死亡 2 人以上屬於重大交通事故 

 (B)肇事原因研判及查證屬書面檢討報告項目之一 

 (C)受傷人數 10 人以上屬於重大交通事故 

 (D)肇事人為外國使節之事故屬於重大交通事故 

 (E)重大交通事故發生後 10 日內，應檢附書面檢討報告函送警政署 

29.有關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散掉落物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以物理性質而言可將散掉落物分為固體與液體兩大類  

 (B)掉落在現場的車燈碎片可供研判碰撞地點 

 (C)掉落在現場的車體碎片可協助肇事逃逸案件偵辦 

 (D)勘查散掉落物時，須先分辨其終止位置是否屬於非支配性位置 

 (E)液體散落物可供研判肇事後車輛或人體之運行方向 

30.依《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填表須知》之規定，以事故發生之第一次撞擊地點為填寫基準之

欄位項目，下列何者正確？ 

 (A)道路障礙 (B)道路型態 

 (C)事故位置 (D)道路類別 

 (E)路面狀況 

31.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在下列何種路權型態下，其所發生的事故必須依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的規定辦理？ 

 (A)完全獨立專用路權 (B)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 

 (C)A 型路權 (D)B 型路權  

 (E)C 型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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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每一個交通事故的發生經過，均包括三組事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車輛臨時狀況屬於交通事故發生前過程 

 (B)可察覺危險點屬於交通事故發生前過程 

 (C)閃避行為屬於交通事故發生過程  

 (D)反應點屬於交通事故現場發生碰撞過程 

 (E)最初接觸點屬於交通事故發生過程 

33.基於確保事故現場跡證完整，下列哪些跡證，應儘速定位、拍照存證？ 

 (A)煞車痕 (B)刮地痕  

 (C)落土 (D)水漬  

 (E)血跡 

34.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之規定，在事故現場應通報之聯絡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A)現場概況及是否需要請求支援等情形 (B)現場路況通報  

 (C)危險性物品有洩漏之虞者之通報 (D)身心障礙者之通知 

 (E)死傷人數之統計通報 

35.交通事故現場輪胎痕跡之應用，下列何者正確？ 

 (A)煞車痕可供研判事故前車輛行駛路徑 (B)擦地痕可供研判碰撞前行駛速率  

 (C)輪胎拖痕可供研判受外力方向 (D)輪胎印痕可供研判事故前、後車輛行向 

 (E)輪胎印痕之胎溝、紋路可供研判車輛歸屬 

36.交通事故車損形狀之應用，下列何者正確？ 

 (A)可供研判撞擊力大小 (B)可供研判撞擊方向  

 (C)可供研判撞擊角度 (D)可供研判傷亡之嚴重性  

 (E)可供研判碰撞型態 

37.交通事故現場測繪時，決定基準點後，考量選擇基準線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較靠近測繪跡證較多散佈處最佳 (B)交通車流較單純者  

 (C)容易被確認或描述者 (D)以道路中心部位為最優先 

 (E)以最靠近死、傷者之位置為佳 

38.對於交通事故現場圖之製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現場勘察之同時，得先行繪製現場草圖 

 (B)在事故現場製作之現場草圖以當事人確認為第一優先  

 (C)現場草圖發現錯誤時，應當場用修正液更正為正確的字跡 

 (D)現場草圖應併現場圖附卷陳報 

 (E)現場草圖需當事人簽認時，應在事故現場簽認 

39.交通事故現場煞車滑痕跡證的特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以前輪而言，煞車滑痕之外緣通常較中間部分明顯 

 (B)後輪之煞車滑痕較前輪之煞車滑痕明顯  

 (C)前輪所產生之煞車滑痕兩側較淡、中間較濃 

 (D)後輪所產生之煞車滑痕兩側較濃、中間較淡  

 (E)不連續之煞車滑痕有間斷和跳漏的 2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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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處理交通事故發現駕駛人酒後駕車，經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檢測，酒測值為 0.14mg/L（毫克/公

升），下列作為何者正確？ 

 (A)該案件僅依一般事故案件處理，原則上不依刑法第 185 條之 3 之公共危險案件移送 

 (B)若駕駛人有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2 款之情形，逕行以公共危險案件移送  

 (C)將其車輛移置處理單位暫代保管 

 (D)請其通知家屬將其車輛領回 

 (E)對其填製酒後駕車肇事勸導單實施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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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08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交通學系 

科目：道路交通法規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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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80 題空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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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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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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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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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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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5 條之 4 規定，「未滿_____歲之人違反本條例之規定，處罰

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A)12     (B)14 (C)16 (D)18  

2.依規定，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路程_____內之路段，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之指揮過

磅者，除依法舉發外，並得強制其過磅。 

(A)1 公里 (B)2 公里 (C)3 公里 (D)5 公里 

3.A2 重傷事故，當事人無法表示是否提告，然肇事車輛機件及車上痕跡證據尚須查證，依規定，

肇事車輛能否暫時扣留處理？ 

(A)不可以 (B)可以，但不得超過 30 日 

(C)可以，但不得超過 2 個月 (D)可以，但不得超過 3 個月 

4.下列何者為「電動輔助自行車」與「電動自行車」的主要區別方式？ 

(A)行駛速率快慢 (B)車體輕重 (C)有無踩踏板 (D)車身長短  

5.交通勤務警察於現場攔查並舉發交通違規行為時，其應到案日期應距舉發日多少日？ 

(A) 10 (B)15 (C)30 (D)45 

6.警察實施交通稽查，發現未領有駕駛執照者駕駛汽車時，下列何者不是正確之作為？ 

(A)對駕駛人填製通知單 (B)當場告誡駕駛人不可繼續駕駛 

(C)對允許其駕車之駕駛人填製通知單 (D)對隨車同行之汽車所有人填製通知單 

7.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後，警察機關是現場交通管制之職權機關，其法令依據是： 

(A)《警察職權行使法》 (B)《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C)《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D)《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 

8.星期日下午 3 時，汽車於劃設禁止停車線之路段停車，現場無其他標誌及附牌標示，請問該汽

車之停車行為是否違規？ 

(A)確定未違規停車 (B)涉嫌違規停車 (C)確定違規停車 (D)確定違反臨時停車 

9.在臺灣本島絕大部分之縣市，汽車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車內，警察逕行移置保管其汽車前，

依法應確定其構成要件與正當之執行程序，下列何者不屬之？ 

(A)該汽車違規停車 (B)該汽車妨礙交通 

(C)警察已對該汽車所有人簽證舉發 (D)警察廣播(未廣播車牌)，請駕駛人移置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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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假若您承辦交通申訴業務，當您受理有關「該呼氣酒測值是不正確」之申訴案件時，請問：您

最主要應調查何種紀錄，方能分辨該呼氣酒測值之適法性？ 

(A)儀器列印之檢測結果及簽名紀錄 (B)檢測過程之全程連續錄影紀錄 

(C)有無漱口後才進行檢測之確認 (D)有無使用新吹嘴進行檢測之確認 

11.當測得酒測值為 0.26mg/L 時，受測者向您陳述「我剛剛於檢測之前，正好有打嗝，我請求漱

口後實施第 2 次之檢測，以還我清白」，請問您應如何適法、適當之處理？ 

(A)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之規定，告知不得實施第 2 次之檢測 

(B)依《行政程序法》第 9 條之規定，給予實施第 2 次之檢測 

(C)依《刑事訴訟法》第 2 條之規定，給予實施第 2 次之檢測 

(D)請示勤務指揮中心，依勤務指揮中心之指示處理 

12.下列何種違規情節，不得以勸導代替舉發？ 

(A)深夜時段違規停車且發生交通事故者 (B)車輛號牌污穢且發生交通事故者 

(C)因閃避突發之意外狀況而導致違規者 (D)因客觀具體事實，不得已而違規者 

13.舉發汽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移送哪一處罰機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汽車肇事致人傷亡者，移送其駕籍地 (B)以汽車所有人為處罰對象者，移送其車籍地 

(C)未領有駕駛執照者，移送其戶籍地 (D)以駕駛人為處罰對象者，移送其駕籍地 

14.《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施行日期，由哪一機關定之？ 

(A)立法院 (B)行政院 (C)交通部 (D)法務部 

15.電動輔助自行車應經哪些程序後，始得行駛道路？○1 檢測及型式審驗合格，○2 黏貼審驗合格

標章，○3 向地方政府辦理登記，○4 隨身攜帶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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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哪一項情形，雖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亦不得逕行舉發？ 

(A)搶越行人穿越道     

(B)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之警號不立即避讓 

(C)蛇行、危險方式駕車或二輛以上之汽車競駛或競技 

(D)肇事逃逸 

17.大型重型機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輪胎胎紋深度不得小於多少？ 

(A)任一點不足 0.5 公釐 (B)任一點不足 0.8 公釐  

(C)任一點不足 1.0 公釐 (D)任一點不足 1.2 公釐 

18.行為人有下列何種情形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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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慢車駕駛人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 0.2 毫克 

(B)駕駛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未逾 10 公噸 

(C)超速未逾 11 公里 

(D)駕駛汽車因閃避突發之意外狀況，致違反本條例規定 

19.汽車駕駛人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依規定幾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A) 1 年內 (B) 2 年內 (C) 3 年內 (D) 8 年內 

20.計程車駕駛人利用職務上機會，犯竊盜、詐欺、妨害自由，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逾 6 個月確定

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廢止其執業登記，依規定幾年內不得再辦理執業登記？ 

(A) 2 年內 (B) 3 年內 (C) 5 年內 (D) 10 年內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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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交通勤務警察稽查取締交通違規之目的為何？ 

(A)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 (B)為達到管理績效標準  

(C)為達到歲入預算標準 (D)為確保交通安全 

(E)為發展公路運輸 

22.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當車輛裝載超載時，關於規範該車輛使用之法規用語，下列

何者屬之？ 

(A)禁止駕駛 (B)禁止通行 

(C)禁止行駛 (D)拖吊移置 

(E)紀錄 1 次 

23.有關交通違規行為之舉發、執行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行為終了日起逾 14 日之檢舉，不予舉發 

(B)汽車買賣業之違規停車，每逾 2 小時得連續舉發 

(C)違規行為，逾 3 個月不得舉發         

(D)依規定逕行舉發之案件，推定受舉發人有過失 

(E)違規行為經裁決日起，5 年內未經執行者，不再執行 

24.警察對於僅發生交通違規之車輛，經攔停後，應當場查明車輛牌照及駕駛人資格(或身分)。規

範警察之該項義務與權力的法令依據有： 

(A)《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 條 

(B)《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5 條 

(C)《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 

(D)《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 

(E)《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7 條 

25.有關《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該規則屬於法律 

(B)最近修正發布的日期為 104 年 6 月 30 日 

(C)是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D)停放車道路肩之故障車輛不得逾 1 小時 

(E)通過與快速公路平面相交路口行人穿越道之行人應受本規則規範  

26.汽車行經無幹支道劃分且有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時，應遵守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街名道路車應減速讓路名道路車先行 (B)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 

(C)左方車應減速讓右方車先行 (D)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 

(E)汽車應減速讓行人先行通過   

27.下列何種交通違規行為會被處以吊扣駕駛執照之處分？ 

(A)允許無駕照之人駕駛其車輛 (B)領有普通駕駛執照，駕駛營業汽車營業 

(C)駕駛汽車在道路上蛇行 (D)在鐵路平交道臨時停車 

(E)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傷亡而逃逸   

28.由警察機關處罰之交通違規行為，下列何者屬之？ 

(A)汽車靜態違規 (B)機車靜態違規  

(C)電動自行車騎士未戴安全帽 (D)自行車違規 

(E)道路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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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車輛駕駛人或用路者之呼氣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值時，其將受到相同之行政處罰者，下列何

者屬之？ 

(A)動力交通工具 (B)電動自行車 

(C)自行車 (D)牛車 

(E)行人   

30.當場舉發時，若違規行為人拒絕收受通知單，警察應如何處理，則可視為已收受？ 

(A)告知其應到案時間 (B)告知其應到案處所 

(C)告知其救濟之單位 (D)於通知單上記明事由 

(E)於通知單上記明所告知之事項 

31.交通勤務警察在交通違規行為須責令定期改正者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於通知單記明「限於○月○日○時前辦理」等字樣，其期間得酌定於 5 日以內    

(B)貨車超載重量未逾核定總重量 20 公噸者，責令其於 2 小時內改正之  

(C)貨車載重超載而責令限時改正者，若逾時不改正，則當場禁止其通行  

(D)貨車超載重量逾核定總重量百分之二十者，當場禁止其通行 

(E)汽車駕駛人違規停車，經交通勤務警察當場舉發後，而不遵責令改正者，得連續舉發之   

32.下列哪些促進道路交通安全人員，依法應予獎勵： 

(A)檢舉闖紅燈 (B)檢舉拆除消音器 

(C)檢舉在道路上蛇行 (D)檢舉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迫使他車讓道 

(E)檢舉汽車肇事者 

33.人行道指下列哪些地方？ 

(A)騎樓 (B)走廊 

(C)人行天橋 (D)人行地下道 

(E)專門劃設供行人行走之地面道路   

34.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

度達百分之 0.05 以上時，同車乘客如何依法正確處理？ 

(A)心智障礙者不處罰  

(B)計程車之乘客不處罰 

(C)年滿 70 歲者不處罰  

(D)年滿 18 歲正常行為能力者處新臺幣 6,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罰鍰 

(E)年滿 18 歲正常行為能力者處新臺幣 6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罰鍰 

35.駕駛汽機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酒精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而肇事致

人重傷或死亡者，依法如何處罰？ 

(A)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B)當場移置保管該車輛 

(C)吊銷其駕駛執照 (D)得沒入該車輛 

(E)移送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   

36.行為人有下列何種情形時，因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而以不舉發為適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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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紅燈未及時停止，致前輪超越停止線 (B)深夜時段在禁止停車處所停車 

(C)深夜時段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停車 (D)慢車駕駛人，載運客、貨超過規定 

(E)行人在車輛行駛中攀登、跳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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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動力機械行駛於道路時，應遵守下列哪些規定？ 

(A)必須事先申請臨時通行證，駕駛人並應攜帶臨時通行證 

(B)在同向雙車道以上之道路，應行駛於最外側車道 

(C)最高速限一律 40 公里/小時 

(D)於日間應開啟頭燈及輪廓邊界標識燈 

(E)大型重型之動力機械，其駕駛人應領有聯結車駕駛執照 

38.下列何者為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得沒入或應沒入？ 

(A)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經受吊扣牌照之汽車，再次有前述行為者，沒入該 

汽車 

(B)自行車擅自加裝馬達行駛者 

(C)慢車經依規定淘汰並公告禁止行駛後仍行駛者 

(D)在未經許可公告禁止設攤之處擺設攤位之攤棚、攤架 

(E)裝置高音量喇叭或其他產生噪音器物 

39.下列何者為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應禁止駕駛或得禁止駕駛？ 

(A)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車者 

(B)持普通駕駛執照駕駛營業汽車營業者 

(C)駕駛車輛未隨身攜帶駕駛執照者 

(D)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依法更改而不報請變更登記 

(E)駕駛執照逾有效期間仍駕車 

40.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吊銷駕駛執照者，3 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A)裝載貨物超過規定之長度、寬度、高度，因而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B)駕駛汽機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酒精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 

(C)拒絕接受酒精測試之檢定 

(D)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E)2 輛以上之汽車共同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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