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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警察於偵查犯罪，經常會採取秘密且持續的動態跟蹤觀察，其實施自應

守秘密，並注意本身安全，如遇到不利情況時，應如何因應？又如發現

跟蹤對象脫蹤時，應如何辦理？（25 分）

二、在刑事偵查實務上，警察機關運用被害人或目擊證人的指認，確認犯罪

嫌疑人的證據方法，惟因為人類記憶容易隨時間而被沖淡，為避免指認

人於指認過程中形成誤判，做成不正確之指認，致侵害人權，且影響裁

判之正確，因此世界各國對於指認之運用，均相當謹慎。我國自不例外，

偵查實務上即訂有相關指認程序要領，請說明：

何謂門山指認法則（Manson Test）（10 分）

依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我國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之程序

要領及原則（1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503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有關詐欺案件之偵查責任區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面取款詐欺案件，由取款地之警察機關為主辦單位

網路詐欺案件涉及帳戶匯款者，由帳戶開立人戶籍地之警察機關管轄，但同時涉及當面取款之

案件，統一由取款地之警察機關為主辦單位

涉及無記名儲值卡之帳戶匯款案件，由帳戶開立人戶籍地之警察機關管轄

涉及境外匯款之案件，以被害人第一次匯款地之警察機關為主辦單位

2 警察機關偵查刑案，下列何種情形應將全案移送管轄法院？

全案雖未調查完畢，但經依法向檢察官告訴

全案經調查完畢，認有犯罪嫌疑

全案雖未調查完畢，但經依法提起自訴

犯罪嫌疑人向檢察官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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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刑案現場逮捕犯罪嫌疑人，下列敘述那些正確？①得附帶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品 

②得使用警械防止其脫逃 ③逮捕之犯罪嫌疑人應與被害人、目擊證人或其他參與犯罪者隔離 

④於刑案現場逮捕犯罪嫌疑人時，應立即帶離 ⑤於刑案現場以外之處所逮捕時，應帶回現場

①②③④ ①③⑤ ②③④ ①②⑤

4 實施跟蹤期間，被跟蹤對象在行進間突然停止、轉身反顧，觀察是否有人跟蹤時，依警察偵查犯

罪手冊之規定，執行人員應如何處理？①儘速撤離 ②若無其事並保持自然行走狀態 ③立即停

止跟蹤，重新部署 ④佯裝向人問路、交談 ⑤視情況通知其他人員繼續跟蹤

②④⑤ ①③ ①⑤ ②⑤

5 有關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下列敘述那些正確？①司法警察為蒐集證據，得使用通知書，通

知犯罪嫌疑人到場接受詢問 ②通知書應由警察局長或相當職務以上長官簽章 ③通知書指派

員警送達者，應於非例假日之日間行之 ④對於無急迫性或時效性之案件，通知書以寄存送達方

式為原則 ⑤案件未經調查且非有必要，不得任意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

①②③⑤ ①④⑤ ②③④ ①③⑤

6 有關槍彈證物之處理原則，下列敘述那些正確？①子彈、彈頭（殼）應直接以金屬器具夾取

②彈頭（殼）宜以證物袋合併統一包裝，以免散失 ③現場槍枝採取前宜先記錄其原始狀態，確

認安全無虞後，放入證物袋或證物盒中保存 ④槍枝有同時採取二種以上跡證之需要者，應注意

採證之順序 ⑤警察機關查獲涉槍案件，宜由查獲單位或委由查獲地警察機關進行槍枝初步檢視

①②③④ ③④⑤ ①③⑤ ②④⑤

7 有關詢問犯罪嫌疑人，下列敘述那些正確？①詢問開始前，詢問人員應先行了解全盤案情 ②詢問

時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應全程連續錄影 ③詢問時之錄音及錄影，應自詢問案件事實時起錄，

至詢問完畢時停止 ④詢問時應結合現場勘察、物證蒐採等情資，作為案情研判依據 ⑤不得於

夜間詢問，但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不在此限

①②④⑤ ①②④ ③⑤ ①②③④⑤

8 依法拘提之犯罪嫌疑人，經令其出示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而仍無法出示相關證明文件，必要時得

採取下列那些方式驗證身分？①比對偵查卷內之簽名是否相符 ②比對偵查卷內之照片是否相

符 ③採取指紋，循個人身分識別系統查驗 ④通知被害人到場指認 ⑤通知犯罪嫌疑人之家屬

前來指認

①②④⑤ ③④ ①②③④⑤ ①②③

9 有關執行拘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執行前應深入了解案情 ②應講求團隊合作默契 ③執行

時應顧及被拘提人之身體名譽 ④對抗拒拘提者，必要時得使用警械 ⑤應顧及本身安全

①②③⑤ ②③④ ①④⑤ ①②③④⑤

10 有關偵查中選任辯護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辯護人不以律師為限

每一犯罪嫌疑人選任之辯護人以一人為限

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應提出委任書狀，並以司法狀紙為限

司法警察官收受委任書狀後，應查對律師登錄名簿，合於規定者，應將詢問之日、時及處所通

知辯護人

11 有關搜索、扣押之執行，下列敘述那些正確？①在有人看守之處所內行搜索或扣押者，應命看守

人或可為其代表之人在場 ②搜索應保守秘密 ③執行搜索時，得禁止在場人員離去，對於違反

禁止命令者，得交由適當之人看守 ④日間執行搜索者，應於日沒前中止搜索，必要時應將該處

閉鎖，並派人看守 ⑤旅店、飲食店或其他於夜間公眾可以出入之處所，雖非公開時間，仍得於

夜間入內搜索或扣押

①②③ ①③⑤ ①②④⑤ 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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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調取通信紀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司法警察官偵辦誹謗罪之案件，得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調取票

偵辦公然侮辱罪之案件，不得調取通信紀錄

司法警察官偵辦竊盜罪之案件，得向檢察官聲請同意後，調取通信紀錄，不必向法院聲請調取票

偵辦侵占罪之案件，不得調取通信紀錄

13 車禍現場跡證之處理原則，下列敘述那些正確？①應注意碰撞接觸面轉印型態痕跡及轉移跡證，

並妥善保存其原貌 ②應採集現場遺留之油漆片、玻璃片及塑（橡）膠片，並妥善保存 ③採取

附著或刮擦於車體上之油漆痕或塑（橡）膠，應避免刮取至車體底漆部位 ④採取不同部位之油

漆痕時，應用同一件工具採取 ⑤涉案車輛均屬同色系外觀時，得採取一方車輛之標準漆送鑑

①②③⑤ ①②④ ③④⑤ ①②

14 有關犯罪偵查的原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犯罪剖繪著重在有形跡證，依案發時間、現場跡證、

目擊者描述，作復原研判 ②現場重建著重在行為跡證分析，從中找出相同模式，提供犯罪偵查方

向 ③犯罪嫌疑人、犯罪手法及犯罪工具具有特殊性和穩定性 ④犯罪嫌疑人犯案常具有連續性

⑤犯罪現場會反映出犯罪者的人格特質

①②③④⑤ ③④⑤ ①②④ ①③⑤

15 有關犯罪偵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犯罪偵查是偵查機關為提起公訴追訴犯罪的準備活動 ②

偵查機關只要發覺有犯罪嫌疑，即應開始實施各項偵查作為 ③偵查的目的主要在蒐集證據，以

釐清有無犯罪之虞 ④預防性跟監係屬偵查作為 ⑤偵查之開始是以犯罪事實存在為前提

①②③⑤ ②③④ ①②⑤ ①③④

16 關於各級警察機關專案小組之組成及權責，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設於內政部警政署者，由署長為召集人，並邀同相關警察局局長及刑警大隊大隊長參加

設於直轄市警察局者，由局長或主管刑事業務之副局長親自主持或責由刑警大隊大隊長為召集

人，並邀同相關分局分局長參加

設於警察分局者，由分局長或副分局長親自主持或責由偵查隊隊長為召集人，並邀同相關分局

偵查隊隊長參加

專案小組成立後，由召集人統一指揮督導偵查工作，並將有關之證據、資料及情報統一交由小

組保管、運用及處理

17 關於送達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送達人應製作送達證書，交應受送達人簽名、蓋章並按指印

如未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交予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代收

如未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或其同居人或受僱人者，得將文書留置於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

應受送達人無法律上理由而拒絕收領者，得將通知書寄存於送達處所，將送達情形於送達證書

記明後附卷

18 關於犯罪嫌疑人及證人之詢問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詢問犯罪嫌疑人時應全程連續錄音

詢問證人時應全程連續錄音

司法警察官詢問犯罪嫌疑人，原則上不得於夜間行之

司法警察官詢問證人，原則上不得於夜間行之

19 關於拘提、逮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通緝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之許可，不得逮捕

鄉民代表，除現行犯外，在會期內，非經鄉民代表會之同意，不得逮捕

依刑事訴訟法第 76 條規定執行拘提時，應出示身分證件，並即告知本人及其家屬，得選任辯護人

到場

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規定執行拘提時，應出示身分證件，並即告知本人及其家屬，得選

任辯護人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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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於司法警察官執行夜間搜索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日間已開始搜索或扣押者，不必報經檢察官許可，仍得繼續至夜間

假釋人或緩刑人住居或使用之處所，夜間亦得入內搜索

常用為賭博行為之處所，有急迫情形時，夜間亦得入內搜索

夜間搜索之時段為午後 11 時至翌日午前 8 時

21 關於移送遞解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分局對於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使用少年事件報告書

警察分局對於單純之少年協尋案件，使用少年協尋案件移送書

解送途中，得在監看而不與聞之控制下，許可被告探親或購物

解送人犯在 2 名以下者，派解送員警 2 人，3 名以上者，每增加人犯 1 名，得加派員警 1 人

22 關於檢警聯繫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職務，發生法律上之疑義時，應以書面請求檢察官解答或指示

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官核發偵查指揮書，帶同受羈押之被告外出繼續查證者，應於當日下午

12 時前解交檢察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需經檢察官同意始得於夜間詢問人犯者，應以電話、傳真或其他適當方

式報請檢察官許可

檢察事務官執行搜索或扣押時，得經檢察官許可後，請求當地警察機關協助，受請求之警察機

關不得拒絕

23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32 條之 1 係為偵辦跨國性毒品犯罪組織而增訂之偵查方法，稱之為「控制

下交付」（Controlled Delivery），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刑事訴訟法第 229 條協助檢察官偵查之司法警察官，均得向最高檢察署提出偵查計畫書

刑事訴訟法第 230 條受檢察官指揮之司法警察官，均得向高等檢察署提出偵查計畫書

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受理後，陳報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核可後，核發偵查指揮書，由入、出境管

制機關許可毒品及人員入出境

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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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關於家庭暴力案件之逮捕或拘提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人員發現家庭暴力罪之現行犯時，得逕行逮捕之

警察人員逮捕家庭暴力罪之現行犯後，依刑事訴訟法第 92 條規定處理

司法警察偵查犯罪認犯罪嫌疑人犯家庭暴力罪嫌疑重大，而情況急迫者，得逕行拘提之

司法警察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逕行拘提者，應於執行後 24 小時內報請檢察官

簽發拘票

25 關於偵查涉外及跨境刑事案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發現涉及國際刑事案件者，得請求內政部警政署國際組聯繫駐外單位及國外執法機構協助偵辦

享有外交豁免權之人涉有犯罪嫌疑而無法確定身分者，得逕向外交部禮賓司特權科求證

依法逮捕之一般外國人，於逮捕後，應於 24 小時內通知其本國駐華使領館或駐華機構

逮捕大陸地區人民涉犯殺人案件，應自逮捕之時起 24 小時內傳真法務部及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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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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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組別：刑事警察人員
科 目：偵查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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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利用電腦設備連結司法院刑事裁判書類之網站，尋獲有乙姓名之違反

廢棄物清理法之有罪判決，惟乙僅係該案之證人，甲下載上開判決後，

以電腦除將該判決之當事人被告欄改成乙外，主文欄、事實理由欄等內

容亦進行更改，更改後之內容足以表彰乙違反清除、傾倒廢棄物而經法

院判刑之意。並將更改後之判決內容儲存於光碟，以顯示於他人。試論

甲之罪責。（25 分）

二、甲因股票投資失利，對即將慘遭斷頭之股票，苦無辦法，因而某日夜

晚潛回家中，將其父乙之古董竊出變賣。嗣後乙發現家中所藏古董遭

竊，乙至檢察署向檢察官申告犯罪事實，並請求檢察官追訴。檢察官

偵查終結後，向管轄法院對甲提起竊盜罪之公訴。試論該管法院對甲

應如何裁判？（25 分）

三、甲因缺錢用，持刀在乙無法抗拒下奪取財物時，發現乙是有錢人，將乙

綑綁押至無人處所，逼迫乙說出電話，嗣後向乙家人勒贖新臺幣五千萬

元；惟甲在未取贖前，認為可能已被警方察覺，害怕之下將乙釋放後而

逃逸。試論甲之罪責。（25 分）

四、強盜案件之目擊證人甲，於受警察乙調查時，除指陳犯罪行為人是丙外，

還詳細陳述其目擊經過事實。嗣於法院審判時，甲以證人身分被傳喚作

證，卻稱：「我不知道」、「我忘了」等語。試論法院是否得將甲於警詢製

作之筆錄作為裁判之依據？（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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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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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請回答下述槍擊案件現場處理相關問題：

彈道重建時，在現場指示彈道方向之設備（方式）有那些，並說明其

使用方式？（4 分）

在現場直接觀察彈孔、彈著、彈頭與彈殼，可初步獲得那些資訊？（8分）

請繪圖說明三種跳彈形成之痕跡，並說明這些痕跡之形成原因，以

及可提供之訊息？（13 分）

二、派出所通報線上有一件妨害自由案，被害人剛獲救，惟嫌犯逃逸無蹤。

若你是處理本案的鑑識人員，當你抵達現場時，發現嫌犯使用淺棕色封

箱膠帶（光滑面、非吸性材質），捆綁被害人的雙手，且該膠帶因緊急救

護已相互黏著纏繞在一起；請問你應如何最佳化採取該膠帶上的指紋

（請詳述步驟和方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7503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毒品尿液證物之處理原則如下，下列何者正確？

尿液檢體應分別裝入甲、乙瓶尿液容器，每瓶尿液量須達 30 毫升，並由提供尿液之受檢人按捺

右大拇指指紋封緘

尿液檢體送驗前應置於攝氏 8 度以下之冷藏櫃加鎖保管，並隨時檢視之

尿液之檢驗應送至內政部警政署認可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機構

尿液之複驗應由管轄檢察官或法院決定之

2 勘察小組進行刑案現場勘察時，下列有關之敘述何者正確？①由內而外②由近而遠③由高而低

④由左而右

①②④ ②③④ ②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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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列指紋顯現方法原理何者錯誤？

寧海德林試劑原理是與指紋殘留物中的胺基酸產生反應

碘燻法原理是碘分子溶入指紋殘留物中之油脂

硝酸銀法原理是和指紋殘留物中蛋白質產生反應

粉末法原理是利用指紋殘留物之水分和油脂吸附粉末，而使指紋顯現

4 實施勘察採證注意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重要跡證在採取或製模前宜先照相

勘察人員發現重要跡證時，應迅速報告勘察組長

命案現場屍體之勘察，應於法醫到場後，配合法醫解剖之重點，應放置比例尺

當確定所有物證均已蒐集完畢，現場勘查紀錄報告已填寫，並在現場待重建的所有事項獲得肯

定答案後，應由勘察組長複勘，現場始得解除封鎖

5 槍枝、子彈、彈頭（殼）證物之處理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槍枝應視個案情況及必要性，採取指紋、生物跡證或射擊殘跡等

槍枝如有同時採取 2 種以上跡證之需要時，採證之順序為指紋、生物跡證、射擊殘跡

現場彈頭（殼）應視個案情況留意其上可能之微物跡證，如有必要宜先採集鑑驗

採取子彈、彈頭（殼）應避免以金屬器具直接夾取而破壞其上之痕跡

6 下列何者不是犯罪現場重建的步驟？

落實犯罪現場勘查、廣泛蒐集相關資料 形成合理的假設模型，並驗證是否屬實

善用鑑識結果，大膽假設 局部與完整的案情重建

7 有關現場勘察人員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抵達現場後，應注意現場封鎖範圍是否妥當，必要時應報告現場指揮官再予調整

現場勘察人員對於住宅或車輛實施勘察採證，除非自願性同意，或有急迫情形報請現場指揮官

同意者外，應有搜索票或鑑定許可書

請求管轄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時，應以書面為之。但案件已有檢察官指揮者，得以言詞為之

命案現場屍體之勘察，除初步了解身分及必要之紀錄外，應於檢察官到場後進行

8 關於精液檢體試驗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聖誕樹法（Christmas tree stain）是一種精液的呈色試驗，試劑與酸性磷酸酶（acid phosphatase）

反應生成粉紅色

酸性磷酸酶呈色試驗是一種精液特異反應，並不會與其他體液進行反應

要判定是否有精液，一定要發現精蟲（spermatozoa）

人類精液前列腺抗原法（Prostatic specific antigen）是一種精液分析法，其檢測精液中前列腺抗

原（p30）是否存在

9 拉曼光譜儀（Raman Spectrometer）應用於微物跡證、火藥爆裂物與毒品等未知物的分析，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拉曼光譜激發光源能量越強能提供更容易分析的光譜訊號

斯托克斯位移（Stokes shift）的激發光源波長大於放射光源波長

含水成分較多的樣品因為 C─H與 C=O 鍵結等極化率（polarizability）較差，拉曼光譜訊號比較

弱，因此較適合採用拉曼光譜儀（Raman Spectrometer）進行分析

一化合物的拉曼光譜和紅外吸收光譜完全相同，但拉曼光譜儀使用上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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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古柯鹼 Scott 呈色試驗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試劑含有二甲氨基苯甲醛（p-dimethylaminobenzaldehyde）

當試劑呈現粉紅色時表示有古柯鹼存在

當試劑呈現紫色時表示有古柯鹼存在

試劑含有硫氰酸鈷（Cobalt（II）thiocyanate）

11 一氧化碳中毒（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的發生是由於碳氫化合物不完全燃燒所產生的一

氧化碳，因為其無色、無味且不易被察覺，且與血紅素（hemoglobin）的親和力大約為氧氣的

200-250 倍，當一氧化碳和血紅素結合後，使血紅素無法與氧氣結合，導致細胞缺氧而死亡。關於

一氧化碳的分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微量擴散法（microdiffusion test）採用氣相層析法（gas chromatography）不須加入催化劑可直

接分析血液中血紅素的濃度

微量擴散法採用分光光度法（spectrophotometric method）不須加入催化劑可直接分析血液中一

氧化碳的濃度

目前一氧化碳的分析方法已改用放射免疫分析（radioimmunoassay）

火災現場罹難者因吸入大量不完全燃燒的碳氫化合物而導致血液中一氧化碳濃度含量極高，可

用來判斷是抵達火災現場之前或之後死亡

12 下列何者為纖維鑑定中最關鍵與重要的步驟？

以顯微鏡比對樣品的直徑與顏色 判定纖維是人造或天然纖維

是否含有長鏈狀的高分子聚合物 分析樣品的個化性特徵（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13 現場發現之骨骼遺骸（sketetal remains），經法醫人類學家（forensic anthopoligist）鑑定後確認為

股骨（femur）。以骨骼遺骸推估死者身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未知人類學人種的股骨遺骸，無法以公式來推估死者身高

除了股骨外，也可以採用肱骨（humerus）來推估死者身高

對於不同人類學的骨骼遺骸，可採用相同的計算公式來推估死者身高

不同人類學性別的股骨遺骸，須採用相同的計算公式來推估死者身高

14 以眼球液（vitreous humor）中鉀離子濃度推估死亡時間（postmortem interval），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同時採集兩眼之眼球液檢體，進行兩者之鉀離子濃度平均值計算得知

死亡時間與鉀離子濃度成反比的情形

鉀離子的產生是由於眼球內部細胞在死亡之後釋放鉀離子至眼球液中

鉀離子濃度不受到現場溫度變化的影響

15 對於粒線體 DNA（Mitochondrial DNA）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用於只有父系的 DNA 能比對的檢體

可用於所需鑑別力大於短重複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 STR）的檢體

可用於無法以核 DNA 分型（DNA typing）的檢體

可用於只有微量 DNA 能比對的檢體

16 關於蒐集物證的過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縣市警察局分局長主責確保證物監管鏈（chain of custody）的完整

法醫應在現場監督物證的蒐集

檢察官應在現場監督物證的蒐集

所有觀察結果應由現場勘查人員藉由攝影、測繪以及筆記紀錄

17 下列那一種的血跡型態（bloodstain pattern）含有氧氣與氣泡以及顏色較淺？

鈍力創傷（blunt force trama wound）的血跡

跑步時留下的血跡

以雙氧水稀釋的血跡

因內傷而從口鼻流出的血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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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以偏光顯微鏡（polarized light microscopy）判定證物是否具有非均向性（anisotropic），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將起偏鏡與檢偏鏡設定於互相平行的位置，並旋轉樣品一圈，當消光現象於 4 個特定角度產生

時，則可判定其為具有雙折射性的非均向樣品

完成柯勒照明（Köhler illumination）設定即可判定，並旋轉樣品一圈，當消光現象於 4 個特定

角度產生時，則可判定其為具有雙折射性的非均向樣品

將起偏鏡與檢偏鏡設定於互相垂直的位置，並旋轉樣品一圈，當消光現象於 4 個特定角度產生

時，則可判定其為具有雙折射性的非均向樣品

將起偏鏡與檢偏鏡設定於互相垂直的位置，並旋轉樣品一圈，當無法觀察到消光現象時，則可

判定其為具有雙折射性的非均向樣品

19 當外力作用在玻璃板的一側時，玻璃的彈性使其表面可以往施力方向彎曲，一旦外力超過彈性極

限，玻璃就會開始破裂。關於受撞擊點附近所產生的放射狀裂痕（radial crack）上的應力痕（stress mark），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撞擊面的應力（stress）只作用在受撞擊面

受撞擊面的應力痕以曲線方向延伸至受撞擊面的背面，並與該平面形成 90 度

受撞擊面的應力痕以平行方向延伸，無法抵達受撞擊面的背面

受撞擊面的應力痕以平行方向延伸至受撞擊面的背面

20 關於古柯鹼鹽酸鹽（cocaine HCl）及古柯鹼游離鹼（cocaine free base）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古柯鹼游離鹼的熔點比古柯鹼鹽酸鹽要來得高

古柯鹼鹽酸鹽與碳酸氫鈉反應可產生古柯鹼游離鹼

兩者無法以傅立葉轉換紅外光譜（Fourier-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進行區分

兩者可以使用紫外-可見光光譜（Ultraviolet–visible spectroscopy, UV-Vis）進行區分

21 當爆炸現場殘跡經過顯微鏡鏡檢之後，下一步可進行的分析是？

以 X 射線繞射儀（X-ray diffractometer, XRD）來找出爆裂物的有機物成分

藉由溶解度的不同，以丙酮洗滌現場殘跡，將爆裂物與現場殘跡分離

以分光光譜儀分析爆裂物顏色

以低倍率顯微鏡檢視爆炸過程

22 土讓鑑識首先從土壤顏色進行的原因為何？

據統計有超過 1,100 種以上可區別的土壤顏色

土壤顏色可作為個化性特徵

土壤顏色具有位置特異性

土壤顏色可用來判斷來源

23 下列那一種分析技術提供了非破壞性分析微量元素的方法？

感應耦合原子發射光譜法（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Atomic Emission Spectroscopy）

原子吸收光譜法（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熱裂解氣相層析質譜法（Pyrolysis-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

中子活化分析（Neutron Activation Analysis）

24 現場採集到的血液樣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真空吸塵器收集檢體 陰乾後以紙袋保存

以金屬罐保存 裝入塑膠袋中保存

25 下列何者為油漆證物比對時最重要的物理性質？

黏合劑（binder）類型 油漆表層下各層結構的複雜程度

透明漆（clearcoat）的成分 表層的紋理



類科名稱：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
110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刑案現場處理與刑事鑑識（試題代號：7503)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刑事警察人員

單選題數：25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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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