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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警察-刑事鑑識】姜雲生老師整理 

【申論題】 

關於新興毒品，請回答下列個問題： 

(一)請分別繪出 PMMA 及氯乙基卡西酮 (CEC)之結構式。  

(二)何以 PMMA 的致死率幾近 100%? 

(三)近年來新興毒品的種類繁多，案件數量龐大，鑑識實驗室應採用何種檢驗方法才能勝任繁重

的驗毒工作? 並請說明該方法何以能同時滿足快速、靈敏、正確等要件。 

本班姜雲生(鳳山)老師編題 

 

有關射擊殘跡之鑑析，請回答下列各問題： 

請就你所知，儘量列舉無機射擊殘跡及有機射擊殘跡的主要成分，並指出它們分別來自槍彈的哪

個部位；須述及最近新發表的鑑析標的。 

(一) 請舉出兩種快速檢測有機射擊殘跡的儀器方法，並簡述它們的原理、效益與缺點。 

本班姜雲生(鳳山)老師編題 

 

最近，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利用顯微拉曼光譜儀結合人工智慧系統，不僅能鑑定出

縱火案件所用的促燃劑屬於何類液體(如：汽油、柴油、煤油、有機溶劑…等)，更能精確鑑定

出縱火油品的確切品項(如：臺塑公司 92 無鉛汽油、中油公司 95 無鉛汽油…等)。 
(一)請說明汽油、柴油、煤油、松節油等油品的組成成份有何不同。 
(二)請說明拉曼光譜儀的基本原理和(進階題)基本構造。 
(三)為何氣相層析質譜儀、顯微分光光譜儀、傅氏顯微紅外光譜儀、核磁共振光譜儀等儀器皆

無法達成題旨所述鑑定標的，而顯微拉曼光譜儀卻能? 
 

本班姜雲生(鳳山)老師編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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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最近，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識中心利用某種儀器結合人工智慧系統，不僅能鑑定出縱火案件

所用的促燃劑屬於何類液體(如：汽油、柴油、煤油、有機溶劑…等)，更能精確鑑定出縱火油品

的確切品項(如：臺塑公司 92 無鉛汽油、中油公司 95 無鉛汽油…等)。請問該儀器為下列何者?

(A) 氣相層析質譜儀              (B) 顯微分光光譜儀 

(C) 傅氏顯微紅外光譜儀          (D) 顯微拉曼光譜儀 

D

02 下列有關毒品/濫用藥物的檢測方法中，何者未用到資料庫之自動化檢索/比對?  

(A) 氣相層析質譜儀用於毒品之即時剖繪(instant profiling) 

(B) 免疫層析法用於濫用藥物尿液檢體之初篩檢測 

(C) 手提式拉曼光譜儀用於毒品之現場初篩檢測           

(D) 傅氏顯微紅外光譜儀用於毒品之現場初篩檢測 

B

03 下列哪一種毒品的致死率最高?  

(A) Methamphetamine   (B) MDA   (C) MDMA    (D) PMM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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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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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05 以下關於鑑定結論之描述，何者正確？ 

(A)系爭指紋與嫌犯指紋雖已有 12 個特徵點相符，此系爭指紋仍可能並非此嫌犯所遺留 

(B)現場血斑與嫌犯口腔棉棒之粒線體 D-loop 序列完全一致，故此血斑應為此嫌犯所遺留 

(C)現場血斑與嫌犯口腔棉棒之 5個 STR 基因位之型別組合完全一致，故該血斑應為此嫌犯所

遺留 

(D)某具空難遺骸之齒列模型與 A 君於齒科就診紀錄之齒列模型特徵完全相符，則此具遺骸應

屬 A君 

D

06 下列哪些方法常用在膠帶黏膠面上之潛伏指紋顯現？  

(A) Small particle reagent            (B) Silver nitrate  

(C) Ninhydrin                      (E) Rhodamine 6G 

A

07 下列那幾項潛伏指紋顯現試劑是應用於潛伏指紋中之胺基酸反應，顯現出來的產物不但具有顏

色同時亦具有螢光性，經照射特定波長後即可發出另一種顏色的螢光？①寧海德林試劑

（ninhydrin） ②1,2-茚二酮（1,2-indanedione） ③1,8-二氮雜-9-芴酮（1,8-diaza-9-

fluorenone; DFO） ④NBD-chloride （4-chloro-7-nitrobenzofurazan） 

(A) ①②   (B) ③④   (C) ②③ (D) ①④ 

C

08 有關現場中潛伏指紋顯現的技術，下列敘述何者最適當？ 

(A) Ninhydrin 可與氨基酸反應，皮革的表面不宜使用 Ninhydrin 顯色 

(B) 1,8-diaza-9-fluorenone（DFO）可與油脂吸附，生成淡紫色產物 

(C) NBD-chloride 可與氨基酸反應，可以發出 465nm 波長的螢光 

(D) Molybdenum Disulfide（MoS2）可與油脂吸附，適宜暗色背景物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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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關於未燃燒或燃燒不完全之槍擊火藥殘跡的檢測，請選出正確者：①二苯胺試驗（diphenylamine

test）係檢測射擊殘跡中之硝酸根，若呈藍紫色反應，火藥顆粒中可能含有硝酸鹽 ②玫瑰紅酸

鈉試驗（sodium rhodizonate test）係用以檢測射擊殘跡 中之硝酸根成分，藉由特異性顏色之

顯現以判斷結果 ③火藥顆粒中若含有亞硝酸根（nitrite），可使用格里斯試驗（Griess test）

檢測之，反應後溶液會呈現橘紅色 

(A)僅①    (B)①②    (C)①③    (D)②③ 

C

10 使用紫外線吸收光譜儀器檢測檢體之 DNA 純度時，請計算 10%之透過率（transmittance）換算

為吸光度（absorbance）之值為： 

(A)0.5    (B)0.75    (C)1.0    (D)1.25 

C

11 下列那個方法較適合應用於鑑定刑案現場採獲之血斑證物是否為人血？ 

(A)血紅素衍生物結晶法    (B)限制片段長度多型法    (C)免疫層析法     

(D)液相層析法 

C

12 玻璃是一個化學性質相當安定的證物，因此玻璃進行微波消化時用下列的那一種溶液來進行溶

解？ 

(A)氫氟酸加鹽酸    (B)甲醛    (C)氰醋酸酯    (D)氰化氫 

A

13 某毒品檢體稀釋 1000 倍後，使用紫外線光譜儀於波長 278 nm 測得之吸光度為 0.60；三管標

準樣品溶液之濃度分別為 1.20、1.60、2.00 μg/mL，在相同的樣品槽（sample cell）中所測

得之吸光度則分別為 0.48、 0.64、0.80。據此，請計算該檢體每 500 mL 中含有多少 mg 的毒

物？  

(A)0.75  (B) 7.5  (C) 75  (D) 75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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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警察 -特別刑法】韋絕老師整理 

申論題: 

一、 甲為毒品供應商，因利潤高，故甲有意擴大經營。而甲的兒時玩伴乙即

對甲建議，由其負責聯絡買家，或者是由其參與交貨前之賣賣磋商行

為，甲則負責交貨。但甲怕自己一人出貨不及，於告知丙後，由丙來協

助交付毒品於買家後，向買家收取金錢之行為。而在某次甲成功交付貨

物予買家後，隨即被警方查獲。試問，甲、乙、丙三人之行為，應如何

論處？ 

二、 甲為色情業者，其手下遍佈轄區內各國、高中校園內，甲原僅媒介成年

人從事性交易。然，因最近景氣不佳為刺激消費，故當有國中生乙告知

甲之小弟想藉由援交賺取零用錢，甲隨即幫乙介紹曾告知甲要想找未滿

16 歲的少女援交之丙，並藉由此種介紹行為賺取高額之抽頭費。試問：

甲、丙應負擔何種刑事責任？ 

三、 A 與 B 某日發生爭執，B怒罵 A於大庭廣眾下羞魯 A，A懷恨在心，出價

1000 萬元唆使殺手 C殺 B，C允若並將 B殺害之，於 C殺害 B後，A隨即

交付 1000 萬元給 C。而殺手 C未免財產突然暴增令人起疑而遭發現，與

開設銀樓之好友 D溝通後，將現金 1000 萬元全數轉換等值之黃金，並藏

於家中地下室，等待需要用錢時，再將黃金逐一變賣。試問 C、D之行為

應如何評價？ 

四、 甲生性暴戾，終日無所事事。某日，其與好友為求生計，創立游龍聯誼

會，美名為聯絡社區住戶感情，實際上藉由收取各商家保護費為獲利。

而於收取保護費之際，往往攜帶棍棒前往，口出惡言，若有商家不予交

付則立即為砸店之行為。而乙亦為地方上小混混，見甲成立該會，應有

利可圖，即與甲表示想參與該聯誼會，並得甲允若。丙則是甲的童年好

友，雖因理念不和而未加入該會，但避免勢單力薄，故幫甲於大學校園

內宣傳，邀請各大專院校學子前往加入賺錢。而於乙以加入不久後，在

尚未隨同甲前往收受保護費時，該會即因檢舉而遭警方破獲。試問，

甲、乙、丙各犯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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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警察-犯罪偵查-刑事】蔣勝老師整理 

甲、申論題部分：（50 分） 

一、請說明新修訂之「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有關被害保護及關懷協助有何具體要求？(109年警大

刑事所「犯罪偵查學」） 

二、刑事局資訊室建構刑事犯罪資料庫系統有哪些？如何運用來作為協作平台偵查毒品走私犯

罪？ 

三、何謂防範措施（Precautionary Measure）？在性侵害案件中，嫌犯常有哪些防範措施？此行

為背後傳達何種訊息？如何加以運用？ 

四、假設你是偵查員（佐），於網路巡邏看到一則以匿名軟體於臉書（Facebook）發布之訊息如

下：「…人生終究得面臨一死，死後你想給這世間留下什麼？令人歌功頌德之豐功偉業，何

其困難！但，有另類的作為可讓人們終生難忘，那就是手持利刃，於捷運車廂內盡情砍殺，

讓他人的鮮血洗滌 

五、詢問過程區分「晤談階段」(Interview)及「詢問階段」(Interrogation)，而影響詢問自白的因素

有哪些？試就偵訊理論及模式來論述避免虛偽自白？ 

六、如何強化犯罪被害人於刑事訴訟法上之權能，使其與被告居於同等的訴訟主體地位，乃為現

今各法治國家刑事立法政策上的重點。我國於 2017 年之司改國是會議決議，國家必須建立

「犯罪被害人保護機制」。而為達成此一目標，立法院於 2019 年 12 月 10 日國際人權日三讀

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試簡要說明：新修正之刑事訴訟法，關於被害人之保護及提升其訴

訟權能方面，其規定如何？ 

七、請就我國刑法上對於被告自首、投案與自白的區別為何？司法警察(官)在犯罪偵查時，應注意

的事項？ 

八、我國通訊監察法律依據與實務做法，如何聲請？構成要件？如何上線？如何期中報告？完成

後應該如何處置？ 

九、依據 107 年 8 月 10 日警署刑偵字第 1070004387 號函修訂「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

意事項」，被害人、檢舉人或目擊證人指認犯罪嫌疑人應踐行程序？違反的法律效果？ 

九、請說明精神醫學中之思覺失調症、妄想性疾病及反社會人格疾患，這些疾病與犯罪有何關

係？ 

十、何謂犯罪剖繪，請說明其功能及基本原理。 

十一、數位證據（digital evidence）有哪些種類？其特性為何？請簡要說明刑案現場數位證物蒐證

應注意事項。 

十二、犯嫌常用來躲避監視錄影系統的方法有哪些？如何加以克服？另外在調閱影像時應注意哪

些事項？ 

十三、為因應我國 106 年司法改革會議對警詢之建議，警政署訂定警詢改進模式，請說明該模式

就犯罪嫌疑人詢問之 4 個步驟？ 

十四、國內連發生捷運、校園等公共場所隨機殺人事件，造成人心惶恐也讓民情輿論沸騰，為因

應當前婦幼、兒少與隨機殺人案件防處並落實政府強化社會安全網之政策，2017 年司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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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國是會議有關「保護犯罪被害人之決議事項」為何？警察如何落實「犯罪被害人的關懷

及協助？ 

十五、立法院於 2019 年 5 月 31 日三讀通過了《少年事件處理法》 (下稱《少事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是 1997 年修正公布全文 87 條以來，最大幅度的修正，更是與世界兒少司法權益潮

流接軌的重要里程碑。請說明其修正重點。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01 
108 年 3 月 15 日「偵查不公開作業辦法修正草案｣中，關於新的偵查不公開規
定，屬於例外可以發布新聞，下列何者錯誤？（答案：C） 
（A）107 年臺普悠瑪翻車事故  
（B）106 年台中市發生外役監受刑人脫逃案，主動公布姓名與照片。 

（C）108 年元月份苗栗發生虐童繼父遭私刑影片網路瘋傳警方發布新聞澄清，公

布加害人姓名 

（D）台北捷運上出現變態郎，有女子日前在搭乘捷運時，發現有名男子不斷跟

著她，甚至坐對面撫摸自己的下體，警方主動公布影帶呼籲民眾注意  

C

02 
依據警察機關查緝網路爭議(假)訊息專案計畫，下列何者正確？ 

（A）警政署接獲網路假訊息，非屬當事人告訴案件時，一律交由管轄責任地區

警察局調查 

（B）刑事警察局假訊息之追蹤、管制任務分工為偵查第九大隊 

（C）刑事警察局刑事資訊科負責臉書資料調閱 

（D）各縣市警察局每 2 週邀集所屬分局及刑事警察大隊科技偵查大隊進行追

蹤、管制 

C

03 
下列關於地緣剖繪基本前提地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必須是連續型犯罪，一般而言至少 7 件以上 

（B）犯罪者在連續犯案過程中，必須是移動 

（C）不僅能用在劫掠型，更可用在通勤型犯罪者 

（D）被害目標必須是平均分布在空間中 

D

04 
關於詢（訊）問筆錄之實施，下列何者錯誤？ 
（A）應全程連續錄音即可，不必連續錄影，必要時才進行連續錄影 （B）應給
予被告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並命其分次陳述，以利查證 （C）經檢察官或法官
許可者可於夜間訊問 （D）經受訊問人明示同意者得於夜間訊問  

B

05 
依據「警察機關執行圍捕任務規範」操作現場封鎖，對於媒體人員採訪區域應安
排於何區域？ 
（A）交通封鎖線外（B）第一封鎖區（C）第二封鎖區（D）第三封鎖區  

D

06 
執行電腦搜索、扣押應注意事項，下列何者正確？  

(A)電腦設有密碼時，應讓受搜索人自行輸入密碼  

(B)搜索之電腦為開機狀況，應立即拔除電源  

(C)扣押個人電腦僅查扣主機即可，至於螢幕、鍵盤及電源線為不重要物品，不需查

扣  
(D)若搜索之電腦為關機狀態，原則上不得開啟電源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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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警察人員實施刑案現場保全，應視案件情況及人員裝備，下列措施何者為非？  
(A)由潛至顯：現場跡證細微潛伏者先行勘察，再逐步發掘明顯之跡證。  
(B)立即實施現場封鎖，非經現場指揮官同意，任何人不得進入  
(C)進入現場者，須著必要之防護裝備（如帽套、手套、鞋套等)，以免破壞現場跡
證  
(D)室外現場宜使用帳篷、雨棚或其他物品保全跡證，以免跡證遭受自然力如風
吹、雨淋、日曬等所破壞 

A

08 下列有關通訊監察及調取通信紀錄之規定，何者正確？ 

(A)通訊監察執行期間，每 15 日至少作成 1 次以上之報告書陳報法院 

(B)執行通訊監察結束後 30 日內，應以通知或不通知受監察人報告書，報請檢察官

陳報法院審查 

(C)偵辦最重本刑 1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得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

核發通信紀 錄調取票 
(D)偵辦最輕本刑 3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得向檢察官聲請同意後，調取通信紀
錄 

A

09 
證人或鑑定人之交互詰問，依下列何種順序進行？①主詰問 ②覆主詰問 ③
反詰問④覆反 詰問 
(A)①②③④ (B)①③②④ (C)③①④② (D)③④①② 

B

10 
犯罪者會避免在住處附近犯案，以免留下證據或被熟人認出，此區域稱為：  
(A)犯罪熱區（hot spot） (B)狩獵區（hunting ground） (C)舒適區（comfort 
area） (D)緩衝區（buffer zone） 

D

11 
刑案現場應依任務需要，將現有人員（擔任警戒任務者外）區分為調查組及勘察
組，下列何者為勘察組之任務？  
(A)訪問報案人，瞭解案發時及案發前後，有無發現任何可疑之人、事、物等  
(B)對於現場附近之環境及案發當時之天候、風向、氣溫、照明等進行必要之觀察 
(C)於現場相關處所搜尋附近監視影像及其他可能遺留之各種跡證  
(D)研判犯罪嫌疑人之入出口、方法及關聯性 

D

12 
依據「警察機關查捕逃犯作業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分駐所及派出所接獲電腦通緝通報時，應登記於所轄逃犯名冊  
(B)對於交查之逃犯，經查無所獲，如係一時逃匿者，應繼續布線偵監  
(C)刑責區員警應就轄內逃犯可能活動或藏匿之處所，多方布置，蒐集情報  
(D)接獲上級通報查緝要案人犯時，應立即交由該轄警勤區員警執行查捕 

D

13 
下列關於犯罪偵查資料庫之功能，請選出明顯錯誤者？  
(A)收當財務之資料可在「查贓資訊處理系統」查到 
(B)目前「車籍資料查詢處理系統」也包括輕型機車資料 
(C)「e化報案系統」可以查詢到逃犯、失竊車輛以及一般刑案之資料 
(D)刑事局「DNA 資料庫」可查詢到任何公訴罪之刑事罪犯的資料 

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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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種特殊的偵查程序，學說上稱之
為：  
(A)誘捕偵查 (B)陷害教唆 (C)控制下交付 (D)臥底偵查  

B

15 
有關「誘捕偵查」，我國司法實務見解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陷害教唆（創造犯意型之誘捕偵查）所取得之證據，應絕對排除，絕無證據能力
(B)釣魚偵查（提供機會型之誘捕偵查）所取得之證據，採相對排除，非無證據能力
(C)我國最高法院將誘捕偵查區分為「創造犯意型」與「提供機會型」二種情形 
(D)創造犯意型之誘捕，我國最高法院判決稱之為「釣魚偵查」，屬偵查犯罪技巧
之範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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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警察機關受理報案，有關報案三聯單之開立，下列何者正確： 
(A)同一案件，分別向數警察機關（單位）重複報案時，受理單位得重複開立三聯
單 
(B)同一案件，二個以上警察機關就案件管轄責任有爭議時，由受理報案在先之單
位開立三聯單交付報案人 
(C)無刑案現場致不能勘察確認所報案情是否成案，而報案人堅持索取報案三聯單
時，仍應開立三聯單交付報案人 
(D)立即偵破移送之案件，得免開立三聯單。但報案人索取時，仍應開立交付之 

D

17 
計程車司機某甲在〇〇縣市政府警察局 A 分局轄區遭某乙持尖刀挾持至 B 分局強
押去 ATM 提領現金後，繼續強押至 C 分局轄區放人逃逸。某甲立即去〇〇縣市政
府警察局 C 分局轄區某派出所報案，試問由何分局主辦？ 

(A)A 分局主辦  (B) A 分局主辦， B、C 分局協辦  (C)  由 C 分局主辦，A、B 分
局協辦 (D) 由 B 分局主辦，A、C 分局協辦 

C

18 
某甲女戶籍設於彰化縣和美鎮(和美分局轄區)，租屋於該縣員林市(和美分局轄
區)，並於榮總員林分院上班，使用臉書認識自稱「聯合國維和部隊的上校男性軍
官」，而對方以家中發生重大事故等為由，希望某甲女能夠匯款幫忙。而渠不疑
有它，返回彰化市某銀行匯款 10 萬元至國外帳戶成功(彰化分局轄區)，又回員林
市某銀行第二次匯款 30 萬元至國外，經行員報案後，警察到場攔阻成功，試問應
由哪個警察機關負責偵辦？ 
(A)員林分局主辦  (B) 彰化分局主辦， 員林分局協辦  (C)  由彰化分局主辦  
(D) 和美分局 

B

19 
有關經濟詐欺案件之管轄責任區分，下列何者正確？ 
①未涉及帳戶匯款之案件，以被害人戶籍所在地之警察機關負責偵辦 
②未涉及帳戶匯款之案件，由發生地之警察機關負責偵辦 
③涉及帳戶匯款之案件，以被害人第一次匯款之受款地的警察機關主辦 
④涉及帳戶匯款之案件，以被害人第一次匯款之匯款地的警察機關主辦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② 

D

20 
依各級警察機關處理刑案逐級報告紀律規定，下列何者不是屬於匿報？(答案：B) 
(A)重大刑案隱匿發生，不依規定通報與填報刑案紀錄表者 (B)重大刑案發生逾 
48 小時填報刑案紀錄表者  (C)拒絕或推諉受理民眾刑案報案者 　(D)受理報
案發現刑案未報，破案始報，發、破期間相隔 48 小時以上者 

B

21 
司法警察關於調查刑事案件時，如認為證人到場作證，致生命有遭受危害之虞，
而有受保護之必要者，得先採取必要之保護措施，並於幾日內陳報檢察官：  
(A)2 日   (B)3 日   (C)5 日   (D)7 日 

D

22 
員警受理自首案件，其處理下列何者錯誤？  
(A)自首係申告自己之犯罪事實，故必須親自為之，不得委託他人或郵寄自首信函
為之，故無法受理 
(B)應即載明表示自首之時間，以利認定是否符合自首之要件 
(C)應注意是否為他人頂替，或有無不正當之企圖，及其身心是否正常，以防疏誤 
(D)應詳予記錄後即報告直屬長官 

A

23 
警察人員受理刑事告訴案件之處理，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告訴不論以書面或言詞為之，均合乎法律規定 
(B)告訴依法應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之 
(C)不論告訴乃論與否，對有告訴權之人，均應詢明其是否提起告訴 
(D)委託代理人提起告訴時，限以律師為代理人 

D

24 
關於警察機關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防止犯罪資料，下述何者正確？①其法律依據
為刑事訴訟法 ②經該管警察局長或警察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③警察製作文書時，
第三人之簽名以捺指印代之 ④遴選第三人經核准後，應實施警察值勤訓練（答
案：A） 
(A)②③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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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08 年 10 月 4 日修正之警察偵查犯罪手冊增訂第五章被害保護及關懷協助，關於
警察被害慰問及關懷協助規定，何者為非？  
(A)  為落實犯罪被害保護，署屬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屬分局
應擇適當人員擔任犯罪被害保護官，處理因暴力犯罪致被害人死亡、重傷或被害
人數三人以上之社會矚目重大傷亡案件遇被害人數較多，管轄機關得視情況請求
被害人住居地所轄機關協助執行，受請求機關不得拒絕 
(B)犯罪被害保護官陪同及關懷被害人或家屬，適時給予陳述心聲之機會，告知被
害人或家屬偵查審理程序及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相關權利及措施 
(C)  被害人死亡案件發生逾五日或重大刑案或住宅竊盜案件發生逾十日未破案
者，應由機關主官親自或指派適當人員給予慰問 
(D)  被害人死亡、重大刑案及住宅竊盜案件移送後，應主動以適當方式告知被害
人或其家屬偵辦情形、移送日期及案件繫屬等資訊 

C

26 
司法警察基於追查共犯或贓證物之必要，可向承辦檢察官借提羈押中之被告協助
辦案，惟若預計不能於當日返回者，依照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執行職務聯繫辦
法之規定，得將被告寄押於當地檢察署看守所，惟 寄押期間為何？ 
(A)不得逾 7 日  (B)不得逾 5 日  (C)不得逾 3 日  (D)不得逾 1 日 

C

27 
對於住宅或車輛實施勘察採證，下列敘述那些正確？ ①除有急迫情形或經當事人
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外，應用搜索票 ②有急迫情形者，應報請檢察官指揮實施勘察
採證 ③經當事人同意者，應將同意意旨及勘察採證範圍告訴同意人，並請其於勘
察採證同意書內簽名捺印  ④急迫情形時，直接進行勘察採證，事後核備⑤經當
事人同意者，應請其填寫具結書 
(A)①③④ (B)①②③ (C)①④⑤ (D)①②⑤ 

B

28 
被跟蹤對象突然進入建築物，經由另一出口或後門溜走，誤導並發覺執行人員跟
蹤時，此時執行人員應視狀況：①立即停止跟蹤②重新部署③採取必要措施④繼
續跟蹤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A

29 
基於案情事實之獲得，對於下列 4 種身分之偵查詢問，若情況許可，其次序應如
何安排？①犯罪嫌疑人②目擊證人③情資提供者④被害人 
(A)①④③②　(B)④②③①　(C)①④②③　(D)④①②③ 

B

30 
詢問後製作筆錄所應注意事項，下列做法何者正確？  
 (A)不可挖補，但可留空行  
 (B)須刪除時，刪除處保留原字跡，由製作人及受詢問人捺印或蓋章 
 (C)筆錄有二頁以上，應立即裝訂由製作人捺印或蓋章即可 
 (D)受詢問人拒絕在筆錄上簽名、捺印或蓋章，得強制為之 

B

31 
有關移送遞解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通緝案件無另犯他罪者用通緝報告書 
 (B) 全案雖未調查完畢，但經依法向檢察官告訴者，應將全案移送管轄法院或檢察
署 
 (C) 警務段辦理刑案於刑案移送時應使用移送書用紙 
 (D) 犯罪證據不明確，但被害人堅持提出告訴，不得用函送辦理 

B

32 
有關逮捕之敘述，何者正確？  
 (A) 立法委員若為通緝犯，在會期中非經立法院同意不得逮捕、拘禁 
 (B) 拘票有二聯，執行拘提時應將ㄧ聯交給被拘提人，另ㄧ聯交給被拘提人家屬 
 (C) 拘提軍人應知照該管機關長官協助執行，拘提公務員則無須知照 
 (D) 犯罪嫌疑人未經拘提或逮捕者不得解送 

D

33 
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詢問證人時，應告知下列何人得拒絕證言？  
(A)犯罪嫌疑人四親等內之血親              (B)犯罪嫌疑人三親等內之姻親  
(C)曾為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理人            (D)與犯罪嫌疑人談及婚嫁而尚未
訂有婚約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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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關於涉外案件之處理原則，下列何者錯誤？ 
（A）不得任意搜索享有外交豁免權人員之住宅 （B）享有外交豁免權人員之家
屬，不得逕行訊問（C）受雇於使館之我國籍職員，不得逕行逮捕 （D）一般外
國人涉案，依一般法定程序辦理 

C

35 
關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下列何者錯誤？ 
（A）除特定犯罪外，最輕本刑為 5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得發通訊監察書 
（B）執行機關應於監聽期間，每 15 日至少作成 1 次以上之報告書 （C）有事實
足信有犯擄人勒贖罪而情況急迫者，得報請檢察官以口頭通知執行機關先予執行
通訊監察 （D）司法警察官因調查最重本刑 3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得報請檢察
官許可後，向法院核發通信紀錄調取票 

A

36 
根據李昌鈺博士提出的「桌腳（破案）理論」之四個桌腳，下列何者不屬之？  
（A）運氣（B）機會（C）物證（D）現場 B

37 
下列俗稱之毒品，何者不具有興奮劑之作用？ 
（A）浴鹽（B）辣味大麻（C）Methylone（D）喵喵  B

38 
下列何種指紋採證法，最適合應用於膠帶黏面之指紋採集？  
（A）龍膽紫法（B）粉末法（C）氰丙烯酸酯法（D）寧海德林法  A

39 
偵辦兒童長期虐待案件時，對於肉眼不易顯見之瘀血部位，何種攝影方式最適
當？ 
（A）紅外線攝影（B）近距攝影（C）紫外線攝影（D）可見光攝影 

C

40 
下列哪些情形，因情況急迫，不及報告檢察官者，得逕行拘提之？  
(A)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 3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B)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之罪者 
(C)所犯告訴乃論之罪者 
(D)在執行或在押中之脫逃者 

D

41 
警察為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得使用通知書，前項通知書，應由
何種職務或其相當職務以上長官簽章，以派員或郵寄方式送達犯罪嫌疑人？  
(A)分局長  
(B)分駐(派出)所長 
(C)偵查隊長  
(D)警察局長 

A

42 
106 年 01 月 26 日新修正「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下列何者

錯誤？ 
（A）實施指認，應於設置單面鏡之偵詢室或適當處所為之，指認過程並全程連
續錄音，必要時全程連續錄影。 
（B）指認前不得提供指認人任何暗示或誘導，並應告知指認人，犯罪嫌疑人未必
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 
（C）依指認人描述之犯罪嫌疑人特徵，應安排三名以上被指認人供指認人進行選
擇式指認，被指認人在外型上不得有重大差異。但犯罪嫌疑人係社會知名人士、
與指認人互為熟識、曾與指認人長期近距離接觸、具顯著特徵或為現行犯、準現
行犯者，得以單獨指認方式為之。 
（D）二名以上指認人就同一犯罪嫌疑人進行指認時，可以同時為之。 

D

43 
在一段較長時間內，犯下 3 件以上殺人案件，中間有情緒冷卻期（Cool-off 

Period），是何種殺人的定義？（答案：D） 
(A)多重殺人（Multicide）             (B)屠殺（Mass Murder） 
(C)瘋狂殺人（Spree Murder）          (D)連續殺人（Serial Murder） 

D

44 
○1 跟蹤監視 ○2 通訊監察○3 諮詢布置○4 查贓：前述那些偵查作為規範於警察職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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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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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 檢察官○2 告訴代理人○3 辯護律師○4 司法警察官，何者有堅守偵查秘密之義務？ 
(A)○1 ○2 ○3 ○4  (B)○3 ○4    (C)○1 ○4    (D)○1 ○2 ○4  A

46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列證據必然無證據能力○1刑求被告取得之自白 ○2

違法搜索取得之物證○3鑑定人於法庭外做成之鑑定書○4法庭外鑑定人未經具
結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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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47 
毒販指揮第三者甲，將毒品藏置特定地點。甲將鑰匙交給另一第三者乙，乙與買

主聯絡並將鑰匙給買主，而買主取貨付款稱之為： 
(A)直接交易  (B)活轉手  (C)死轉手  (D) 多重轉手 

C

48 
嫌犯最可能偽造何種證據，誤導偵查？ 
(A)情況性證據  (B)暫時性證據  (C)型態性證據  (D)轉移性證據 A

49 
關於洗錢防制法所規定之「特定犯罪所得」，下列敍述何者錯誤？（答案：B） 
（A）包括特定犯罪而取得之財物 
（B）特定犯罪所得之認定，乃以其所犯特定犯罪經有罪判決為必要 
（C）包括特定犯罪變得之財物 
（D）包括特定犯罪而取得之財產上利益及其孳息 
 

B

50 
刑案現場無論是如何混亂，初抵現場員警應記住優先處理原則，依序為何？  
（A）實施現場勘察、案情研判、提出偵查計畫等；再救護傷患、逮捕嫌犯、初
步訪問（留置目擊證人）、現場保全 
（B）救護傷患、逮捕嫌犯、初步訪問（留置目擊證人）、現場保全等；再實施現
場勘察、案情研判、提出偵查計畫 
（C）案情研判、提出偵查計畫、實施現場勘察、現場保全等；再初步訪問（留置
目擊證人）、救護傷患、逮捕嫌犯 
（D）救護傷患、實施現場勘察、案情研判、提出偵查計畫等；再逮捕嫌犯、初
步訪問（留置目擊證人）、現場保全 

B

 


	109刑警三等 考前猜題 - 刑事鑑識部分 (招生文宣用；選擇題附答案)
	109年度特別刑法試題警三等(招生文宣用)-無答案版
	109年警特三等刑事_犯罪偵查學考猜試題-宣傳版申論無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