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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97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憲法」題解

單一選擇題：

（Ｄ）依我國憲法前言所述，制定中華民國憲法的權力來源為何？（Ａ）制憲國民大會的決議（Ｂ）政治協商

會議的結論（Ｃ）孫中山先生遺教（Ｄ）全體國民的託付。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35。】

（Ａ）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

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投

票結果應符合以下何種要件，即通過之？（Ａ）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Ｂ）有效同意票過最

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有效票數之半數（Ｃ）有效同意票過最近一次立法委員選舉有效票數之半數（

Ｄ）有效同意票過最近一次立法委員選舉有效票數四分之三。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70。】

（Ａ）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省設省政府，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席。省設省諮議會，置省諮議會議員

若干人」。關於前述人員的人事任命規定，以下何者正確？（Ａ）省主席、省政府委員、省諮議會議員

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Ｂ）省主席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省政府委員由省主席任命

（Ｃ）省主席、省政府委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省諮議會議員由省主席任命（Ｄ）省主席由行政院院長

任命，省政府委員、省諮議會議員由省主席任命。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132。】

（Ｃ）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

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如何編列？（Ａ）占中央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二十五

以上（Ｂ）占中央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Ｃ）優先編列（Ｄ）應優先編列，但不得逾中央政

府總預算的百分之三十五。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146。】

（Ｂ）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本於此一精神，自第

七屆立法委員應選一百一十三席中，不計入不分區或僑選立法委員，專屬於原住民的立法委員席次為幾

人？（Ａ）五人（Ｂ）六人（Ｃ）七人（Ｄ）八人。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93。】

（Ｄ）依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

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依現行法律規定，被請求賠償損害之

機關，認非賠償義務機關或無賠償義務者，得不經協議，於收到請求權人之請求起幾日內，以書面敘明

理由拒絕之，並通知有關機關？（Ａ）十五日（Ｂ）二十日（Ｃ）二十五日（Ｄ）三十日。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295。】

（Ｂ）國家賠償請求權人於取得執行名義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賠償或墊付醫療費或喪葬費時，該賠償義務機關

不得拒絕或遲延履行。前項情形，賠償義務機關拒絕或遲延履行者，請求權人依法律規定得逕行採取的

方式為何？（Ａ）於十日內提起行政訴願（Ｂ）聲請法院強制執行（Ｃ）於十五日內向監察院提出陳情

（Ｄ）於三十日內提出民事訴訟。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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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關於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以輪值之大法官充審判長（Ｂ）憲法法庭不

宜調度司法警察為搜索、扣押（Ｃ）言詞辯論之委任訴訟代理人不以律師或法學教授為限（Ｄ）憲法法

庭應本於言詞辯論而為裁判。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107。】

（Ａ）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地方民意代表當選人因本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情事，經法院判

決當選無效確定者或當選人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之情形時，其缺額，依法應先行採用何種方式處理？（

Ａ）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Ｂ）在原選區重行辦理選舉（Ｃ）以缺額補選方式改選（Ｄ）

由上級機關遴派人選遞補。

【註：參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4條第2項。】
（Ｃ）依現行規定，下列那些人員之人事任命係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之後任命？（Ａ）行政院院長、大

法官、考試委員（Ｂ）監察院院長、考試院院長、主計長（Ｃ）大法官、考試院院長、審計長（Ｄ）行

政院院長、監察委員、考試委員。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102、114、117。】

（Ｂ）依公民投票法規定，公民投票案之提出，以一案一事項為限。而且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人數，依規定應達

多少人數？（Ａ）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立法委員選舉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以上（Ｂ）應達提案時最近一

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以上（Ｃ）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立法委員選舉選舉人總數千分

之三以上（Ｄ）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三以上。

【註：參公民投票法第10條第1項。】
（Ｃ）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中華民國之外交，應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民權

益，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平」。憲法明定外交之精神與原則為何？（Ａ）禮運大

同之精神，人道關懷之原則（Ｂ）濟弱扶傾之精神，協助友邦之原則（Ｃ）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

之原則（Ｄ）世界大同之精神，博愛濟世之原則。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141。】

（Ｄ）憲法規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利，依據國父孫中山先生遺教，人民享有此種權利，屬於下列何種

權利性質？（Ａ）工作權（Ｂ）生存權（Ｃ）平等權（Ｄ）參政權。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56。】

（Ａ）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七條之規定，設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等各委員會，在不計算其他特種委員會的

前提下，立法院各委員會席次之相關規定，以下所述，何者正確？（Ａ）各委員會至少為十三席，最高

不得超過十五席（Ｂ）各委員會依席次多寡置召集委員一至三人，由各委員會委員互選（Ｃ）為落實專

業問政，委員參加各委員會以屆次計算，屆次中不得變更（Ｄ）每一委員至多得參加兩委員會。

【註：參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3條。】
（Ａ）依立法院議事規則規定，立法委員提出之法律案，應有幾人以上之連署？（Ａ）十五人（Ｂ）十四人（

Ｃ）十三人（Ｄ）十二人。

【註：參立法院議事規則第8條。】
（Ｃ）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不適用憲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副總

統缺位時，其處理方式，以下敘述何者正確？（Ａ）總統應於五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立法院補選（Ｂ

）總統應於二個月內提名候選人，三個月內辦理全國選舉人補選（Ｃ）總統應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

由立法院補選（Ｄ）總統應於三個月內提名候選人，五個月內辦理全國選舉人補選。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70。】

（Ｄ）立法委員有不被逮捕或拘禁的特權，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以下敘述何者正確？（Ａ）立法委員除

現行犯外，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Ｂ）立法委員在休會期間，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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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拘禁（Ｃ）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在休會期間，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Ｄ）立法委員除

現行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94。】

（Ａ）各機關發布之行政命令應送立法院備查，立法院得依法交付委員會審查，若發現其中有違反、變更或牴

觸法律情形，或應以法律規定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均得經院會議決通知原訂頒機關於多久期限內更正

或廢止？（Ａ）二個月內（Ｂ）三個月內（Ｃ）五個月內（Ｄ）六個月內。

【註：參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2條。】
（Ｂ）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

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四十三條之限制」。此項緊急命令在何種情況下

會立即失效？（Ａ）提交國家安全會議議決，如國家安全會議不通過時（Ｂ）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

院不同意時（Ｃ）提交五院院長協商，如多數院不同意時（Ｄ）提交公民投票，如未經通過時。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法規」
頁70。】

（Ｄ）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除預算案、決算案及人民請願案外，依現行規定，尚未議決之議案，應採何

種方式處理？（Ａ）下屆開議前由黨團協商決定是否繼續審議（Ｂ）本屆結束任期前最後一次院會表決

優先法案由下屆繼續審議（Ｃ）本屆結束任期前由各黨團協商決定優先法案由下屆繼續審議（Ｄ）下屆

不予繼續審議。

【註：參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3條。】

多重選擇題：

（ Ｄ Ｅ ）我國憲法第八條規定，「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

不得逮捕拘禁」。並設有其他相關規定，以下所述，何者正確？（Ａ）於緊急危難時，雖非由

法院依法定程序，仍得加以審問處罰或逮捕拘禁（Ｂ）人民遭受非法逮捕拘禁時，限由委託律

師向法院聲請追究（Ｃ）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不得藉故拒絕之（Ｄ）

逮捕拘禁之機關，對於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Ｅ）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

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
法規」頁44。】

（ Ａ Ｂ Ｄ ）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

之扶助與救濟」。憲法增修條文亦規定，「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等等。對於無法受到法律適

當保護者，依法提供必要之法律扶助。關於現行法律扶助的事項，以下所述，何者正確？（Ａ

）包括法律諮詢、法律文件撰擬（Ｂ）包括調解、和解（Ｃ）不包括調解、和解（Ｄ）包括訴

訟或仲裁之代理或辯護（Ｅ）不包括訴訟或仲裁之代理或辯護。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
法規」頁149。】

（ Ａ Ｂ Ｅ ）關於考試院組織及考試委員應具資格之法律規定，以下所述，何者正確？（Ａ）考試院考試委

員之名額，定為十九人（Ｂ）考試委員應具資格之一係曾任考試委員聲譽卓著者（Ｃ）考試委

員應具資格之一係曾任大學教授八年以上，聲譽卓著有專門著作者（Ｄ）考試委員應具資格之

一係曾任監察委員而富有貢獻者（Ｅ）考試委員應具資格之一係學識豐富，有特殊著作或發明

，或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
法規」頁114、115。】

（ＡＢＣＥ）依據憲法主權在民之原則，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行使，制定公民投票法。關於公民投票法之規

定，以下所述，何者正確？（Ａ）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憲法修正案之複決（Ｂ）全國性公民投

票適用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Ｃ）地方性公民投票適用地方自治法規之複決（Ｄ）預算、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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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投資、薪俸及人事事項經法定程序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Ｅ）公民投票，以普通、平等

、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註：參公民投票法第2條、第4條。】
（ Ｄ Ｅ ）現行公民投票法規定，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交付公民投票。

總統之交付，應符合何種程序與要件？（Ａ）應就立法院決議事項交付之（Ｂ）經立法院院會

之決議（Ｃ）經國家安全會議之決議（Ｄ）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Ｅ）應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

交付之。

【註：參公民投票法第17條。】
（ Ａ Ｃ Ｄ ）我國憲法對於婦女人權及性別平等的相關規定，其中載明於憲法增修條文的計有那些？（Ａ）

國家應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Ｂ）國家對失婚或失業婦女應以法律協助之（Ｃ）國家應消除性

別歧視（Ｄ）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Ｅ）國家應尊重同性婚姻。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
法規」頁146。】

（ Ｂ Ｃ ）領土係代表國家主權的重要事項，現行關於領土、領海之規定，以下所述，何者正確？（Ａ）

變更領土的法律程序其提議權係屬行政院（Ｂ）變更領土的法律程序其提議權係屬立法院（Ｃ

）中華民國主權及於領海、領海之上空、海床及其底土（Ｄ）中華民國主權及於領海、但不及

於領海之上空、海床及其底土（Ｅ）中華民國領海為自基線起至其外側一百二十浬間之海域。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
法規」頁94。】

（ Ａ Ｃ Ｄ ）總統為國家安全會議主席，除總統另行指定列席人員以外，以下那些人係法律所規定之國家安

全會議出席人員？（Ａ）副總統（Ｂ）衛生署長（Ｃ）國防部部長（Ｄ）經濟部部長（Ｅ）首

都市長。

【註：參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第4條。】
（ Ｂ Ｄ ）關於總統、副總統宣誓就職之法律規定，以下所述，何者正確？（Ａ）總統、副總統宣誓在任

一直轄市所在地行之（Ｂ）總統、副總統宣誓，於總統就職之日行之（Ｃ）總統、副總統宣誓

，於總統就職之前一日行之（Ｄ）總統、副總統宣誓由大法官會議主席為監誓人（Ｅ）總統、

副總統宣誓由立法院長為監誓人。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
法規」頁67。】

（ Ａ Ｅ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對於選舉投票有關之規定，以下所述，何者正確？（Ａ）選舉人應於規定

之投票時間內到投票所投票；逾時不得進入投票所（Ｂ）已於規定時間內到達投票所尚未投票

者，逾時即不可投票（Ｃ）投票所工作人員，不得在戶籍地以外之投票所投票（Ｄ）二種以上

選舉於同一投票所舉行投票時，選舉人應分次進入投票所領票、投票（Ｅ）選舉人投票時，應

憑本人國民身分證領取選舉票。

【註：參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8條、第19條。】
（ Ａ Ｂ Ｃ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對於當選無效之訴有明文規定，以下所述，何者正確？（Ａ）選舉委員會

得以當選人為被告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Ｂ）檢察官得以當選人為被告向該管轄法

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Ｃ）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

之訴（Ｄ）提起當選無效之訴應自開票統計公布日起十日內為之（Ｅ）提起當選無效之訴應自

開票統計公布日起十四日內為之。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中華民國憲法相關時勢、法規及大法
官會議解釋令」頁307。】

（ Ａ Ｂ Ｅ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對於當選無效之訴經判決無效確定者有明文規定，以下所述，何者正確？

（Ａ）當選無效之訴經判決無效確定者，當選人之當選，無效（Ｂ）當選無效之訴經判決無效

確定，已就職者自判決確定之日起解除職務（Ｃ）當選無效之訴經判決無效確定，已就職者自

判決確定之七日起解除職務（Ｄ）當選無效係自始無效，當選人就職後職務上之行為皆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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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當選無效之判決，不影響當選人就職後職務上之行為。

【註：參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9條、第122條、第123條。】
（ＢＣＤＥ）憲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監察院設審計長，法律並明定監察院設審計部。有關審計部之相關職掌

，以下所述，何者正確？（Ａ）審計部監督政府所屬全國各機關預算之編列（Ｂ）審計部核定

政府所屬全國各機關收入命令及支付命令（Ｃ）審計部稽察政府所屬全國各機關財務及財政上

不法或不忠於職務之行為（Ｄ）審計部核定各機關人員對於財務上之責任（Ｅ）審計部考核政

府所屬全國各機關財務效能。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
法規」頁123。】

（ＡＢＣＥ）我國憲法中與司法有關的規定，以下所述，何者正確？（Ａ）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Ｂ

）司法院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Ｃ）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

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Ｄ）司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Ｅ）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
法規」頁104。】

（ Ｃ Ｅ ）憲法第第一百三十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除本憲法及法律

別有規定者外，年滿二十三歲者，有依法被選舉之權」。有關各種選舉的候選人或其他公職年

齡限制，以下所述，何者正確？（Ａ）鄉（鎮、市）長候選人須年滿二十九歲（Ｂ）縣長候選

人需年滿三十五歲（Ｃ）滿四十歲者，得被選為總統、副總統（Ｄ）考試院考試委員，須年滿

三十五歲（Ｅ）監察院監察委員，須年滿三十五歲。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
法規」頁138。】

（ Ａ Ｂ Ｃ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當選名額應依規定分配之。以下所述，何者正確？（

Ａ）以各政黨得票數相加之和，除各該政黨得票數，求得各該政黨得票比率（Ｂ）以應選名額

乘得票比率所得積數之整數，即為各政黨分配之當選名額（Ｃ）當選名額按政黨名單順位依序

當選（Ｄ）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人數少於應分配之當選名額時，應補辦登記（Ｅ）前項各政

黨當選之名額，婦女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三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及相關
法規」頁93。】

（ Ｃ Ｄ Ｅ ）現行關於立法委員議事規則之規定，以下所述，何者正確？（Ａ）立法委員提出之法律案，應

有十三人以上之連署（Ｂ）連署人提案後仍得發表反對原提案之意見（Ｃ）提案人撤回提案時

，應先徵得連署人之同意（Ｄ）第一讀會，由主席將議案宣付朗讀行之（Ｅ）立法委員提出之

法律案，應先送程序委員會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

【註：參立法院議事規則第8條、第14條。】
（ＡＢＣＤＥ）立法院紀律委員會審議立法委員懲戒案件，得按情節輕重處分之。關於處分的規定，以下所述

，何者正確？（Ａ）可處以口頭道歉、書面道歉（Ｂ）可處以停止出席院會（Ｃ）可處以停權

（Ｄ）停權期間停發歲費及公費（Ｅ）停權期間禁止進入議場及委員會會議室。

【註：參立法委員行為法第28條。】
（ Ｃ Ｄ ）依現行法律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其已擔任者，依法

可解除其公職。以下所述，何者正確？（Ａ）立法委員由考試院銓敘部解除其公職（Ｂ）立法

委員由監察院解除其公職（Ｃ）立法委員由立法院解除其公職（Ｄ）公立大學校長經該管主管

機關核准者，得不予解除其公職（Ｅ）雖涉及國家機密，但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得不予解

除其公職。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中華民國憲法相關時勢、法規及大法
官會議解釋令」頁360。】

（ Ｃ Ｄ ）立法院依憲法第一百零四條或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行使同意權時，不經討論，交付全院委員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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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下所述相關規定，何者正確？（Ａ）審查後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行之（Ｂ）經超過

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之同意為通過（Ｃ）同意權行使之結果，由立法院咨復總統（Ｄ）如被

提名人未獲同意，總統應另提他人咨請立法院同意（Ｅ）全院委員會不得就被提名人之資格及

是否適任之相關事項進行審查與詢問。

【註：參PE007《新編中華民國憲法測驗精粹》，第四篇「中華民國憲法相關時勢、法規及大法
官會議解釋令」頁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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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97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警察法規」題解

單一選擇題：

（Ｃ）一般行政機關對其業務職掌範圍內之危害，無法或不能即時處理時，警察機關始得介入予以輔助，此學

理上之原則稱為：（Ａ）警察責任原則（Ｂ）警察公共原則（Ｃ）警察補充性原則（Ｄ）警察消極目的

原則。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九篇「警察法規歷屆試題彙編」頁9-138。】
（Ｄ）行政執行原則上應作成執行筆錄，但下列何執行方法得例外以報告書代之？（Ａ）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之執行（Ｂ）代履行（Ｃ）怠金（Ｄ）對人之管束。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11。】
（Ａ）警察對於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採行下列何措施？（Ａ）查證乘客之身分（Ｂ）搜索

行李箱（Ｃ）要求乘客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Ｄ）要求駕駛人接受侵入性鑑識措施。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77。】
（Ａ）警察執行職務使用警械致第三人死亡，有關其慰撫金受領人之具領順序為何？（Ａ）依民法繼承編之規

定（Ｂ）由警察機關裁量（Ｃ）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Ｄ）由相關權利人決定。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三篇「警械使用條例」頁3-90。】
（Ｄ）下列關於現行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之敘述，何者錯誤？（Ａ）警察官職分立，官受保障，職得調任，非依

法不得免官或免職（Ｂ）擬任警察官前，其擬任機關應就其個人品德、素行經歷實施查核（Ｃ）前項查

核若有曾服公職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受免職處分者不得任用（Ｄ）初任警察官之年齡，警正不得超過五十

歲。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115。】
（Ｂ）下列何種資料蒐集活動，限由警察局長書面同意後，方可實施？（Ａ）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資料（Ｂ）

對特定人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情形，以目視進行觀察（Ｃ）於集會遊行活動期間，以科

技工具蒐集參與者現場活動資料（Ｄ）裝設監視器。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21。】
（Ｄ）依大法官釋字第六二六號解釋理由書對中央警察大學辦理入學考試訂頒之「招生簡章」之敘述，下列何

者錯誤？（Ａ）具大學自治規章性質（Ｂ）屬對外發布之一般性法規範（Ｃ）為違憲審查之客體（Ｄ）

以體格檢查及格為錄取條件，逾越自治範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九篇「警察法規歷屆試題彙編」頁9-153。】
（Ｂ）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責任敘述，何者錯誤？（Ａ）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不問出於故

意或過失都應處罰（Ｂ）滿七十歲人違序，屬於減輕責任能力人，得減輕其處罰，並於處罰執行完畢後

，責由其他相當之人加以監護（Ｃ）心神喪失人違序，為無責任能力人，故其違序行為，不罰（Ｄ）瘖

啞人違序，必須既瘖又啞，始得減輕其處罰。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70。】
（Ｂ）下列何種情形，警察機關得予銷毀扣留之物？（Ａ）該物有腐壞或價值重大減損之虞（Ｂ）因腐壞、腐

敗等理由而不能變賣者（Ｃ）扣留期間逾六個月，無法返還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且不再合於扣留

之要件（Ｄ）保管、照料或持有所費過鉅或有其困難。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39。】
（Ａ）有關警察法第九條所稱之警察命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其性質為行政規則（Ｂ）發布警察命令

，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Ｃ）在直轄市、縣（市）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發布（Ｄ）警察命

令內容涉及人民自由權利者，應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29。】
（Ｃ）有關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之費用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因強制執行支出之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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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執行機關負擔（Ｂ）由執行機關負擔之費用，於執行時支付（Ｃ）強制執行所支出之拍賣、估價、

查詢、登報等費用，應由移送機關代為預納，並向義務人取償（Ｄ）依行政執行法及相關規定，執行程

序中鑑價費用不得向義務人取償。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11。】
（Ａ）下列何種警察行為不是行政處分？（Ａ）告知申請人補正相關文件以符合許可要件（Ｂ）沒入非依法持

有之警銬（Ｃ）劃定行人徒步區（Ｄ）公告指定某線道路為單行道。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53。】
（Ｃ）依「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民間守望相助組織得經內政

部警政署核可依法購置警棍（Ｂ）購置之警棍應由申請人個人保管，定期接受檢查（Ｃ）經營金銀珠寶

業者未僱用警衛者，其負責人得依規定申請購置電擊器（Ｄ）警械執照每一年換領一次，持有人應隨身

攜帶，並不得轉讓他人使用。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三篇「警械使用條例」頁3-101。】
（Ａ）下列何者得依社會秩序維護法送交教養機構收容習藝？（Ａ）在公共場所媒合賣淫而拉客者（Ｂ）在公

共場所為放蕩之姿勢者（Ｃ）媒合暗娼賣淫者（Ｄ）在公共場所演唱穢劇者。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54。】
（Ａ）依現行警察法與警察教育條例規定，下列有關警察教育之敘述，何者正確？（Ａ）警察教育法制由中央

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行之（Ｂ）警察專科學校於必要時，得經內政部核准，辦理

警員班（Ｃ）警察大學各系、所初試錄取人員，應經身家調查合格，始得入學，其調查辦法由內政部會

同教育部定之（Ｄ）警察專科學校及警察大學之教育科目，由內政部定之。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44。】
（Ｄ）依行政執行法有關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代履行費用應由執行

機關估計其數額，命義務人預先繳納（Ｂ）收繳證照為直接強制方法之一（Ｃ）怠金係間接強制方法之

一（Ｄ）須先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行者，始得移由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28。】
（Ｃ）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下列何者屬於得管收之人？（Ａ）現罹疾病，恐因管收而不能治療者（Ｂ）懷胎

五月以上或生產後二月未滿者（Ｃ）被管收人之父母重病或傷亡，須其親自處理者（Ｄ）因管收而其一

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25。】
（Ｂ）下列何者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Ａ）吸食搖頭丸（Ｂ）醫療糾紛，苦主抬棺包圍醫院求償（Ｃ）

黃牛加價販賣鐵路車票（Ｄ）在職業賭場內賭博財物。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50。】
（Ｄ）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查禁物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沒入查禁物應符合比例原則（Ｂ）

查禁物之沒入以屬於行為人所有者為限（Ｃ）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槍屬於查禁物（Ｄ）查禁物之沒入無時

效之適用。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85。】
（Ｂ）某甲冒用他人身分證被查獲，警察機關應如何處理？（Ａ）社會秩序維護法無處罰明文（Ｂ）調查後移

送法院簡易庭裁處（Ｃ）調查後移送法院普通庭裁處（Ｄ）逕行裁罰。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107。】

二、多重選擇題：。

（ Ａ Ｃ Ｄ ）下列有關警察法規範之敘述，何者正確？（Ａ）警察任務條款性質上屬組織法中之權限規定（

Ｂ）「有組織法，即有行為法」，故依警察法規定，即可對人民實施強制作為（Ｃ）警察法內

容，欠缺行為法之功能，故不能作為發布並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授權依據（Ｄ）不涉及人民權

利範疇之警察作為，祇要在警察法任務範圍內，即可發動（Ｅ）警察法之任務規定，屬於規範

實質意義警察機關之管轄事務範圍。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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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Ｄ ）有關行政執行法管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得聲請法院裁定管收（Ｂ）管收期限屆滿釋放後，義務人所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即因此而

免除（Ｃ）管收係對人身自由所為之限制，應踐行必要之正當程序（Ｄ）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之人，如顯有逃匿之虞，而有聲請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處得將義務人暫予留置（Ｅ）不

服管收之裁定，得向行政執行處聲明異議。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20。】
（ Ｂ Ｃ Ｄ ）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下列有關直接強制之敘述，何者正確？（Ａ）直接強制係行政機關為阻

止犯罪或危害之發生，所採取之強制措施（Ｂ）經間接強制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時，執行機關得

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Ｃ）因情況急迫，如不及時執行，顯難達成執行目的時，執行機關得

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Ｄ）義務人經多次處罰怠金仍不履行義務時，執行機關得依直接強制

方法執行之（Ｅ）行政機關直接強制前，不須以書面限期履行。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31。】
（ Ｂ Ｄ ）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下列有關怠金之敘述，何者正確？（Ａ）怠金之處罰係屬對於人民財產

權之干預，應適用一事不二罰之原則（Ｂ）怠金係促使義務人自動履行不作為義務之強制執行

手段（Ｃ）依據義務人違反義務之情節輕重而定其數額，怠金之額度範圍為新臺幣五千元以上

二十萬元以下（Ｄ）怠金係屬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一種（Ｅ）怠金，逾期未繳納者，移送法

院強制執行。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二篇「行政執行法」頁2-30。】
（ Ｂ Ｄ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救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被處罰人不服警察機關之處分，得向

法院普通庭聲明異議（Ｂ）簡易庭認為聲明異議不合法定程式，應以裁定駁回（Ｃ）本法之「

聲明異議」為訴願先行程序之規定（Ｄ）警察機關對所移送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不服

管轄法院簡易庭所為之裁定，得向同法院之普通庭提起抗告（Ｅ）被處罰人得捨棄其抗告權，

前項捨棄得以口頭方式向原裁定機關為之。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38。】
（ Ａ Ｃ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時效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

，逾二個月者，警察機關不得訊問、處罰，並不得移送法院（Ｂ）申誡之執行時效為二個月（

Ｃ）罰鍰之執行時效為三個月（Ｄ）罰鍰易以拘留之執行時效為六個月（Ｅ）停止營業、勒令

歇業，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三個月未執行者，免予執行。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16。】
（ Ａ Ｂ Ｃ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留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留置係為繼續調查案件之必要，

其執行應由有管轄權之警察機關為之（Ｂ）執行留置，應由警察機關於二十四小時內，以書面

通知被留置人指定之親友（Ｃ）被留置人為現役軍人者，警察機關應依職權通知當地憲兵隊（

Ｄ）留置之時間，每審級分別計算（Ｅ）留置室設置管理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32。】
（ Ｂ Ｄ Ｅ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之執行規定，何者錯誤？（Ａ）十六歲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

人，於處罰執行完畢後，得責由其法定代理人加以管教（Ｂ）罰鍰不能即時完納者，得向地方

法院簡易庭申請許可分期繳納（Ｃ）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執行前之數確定裁處，裁處多數拘

留者，併執行之，合計不得逾五日（Ｄ）裁定拘留確定之案件，警察機關應以執行到場通知單

通知被處罰人到場執行（Ｅ）收容習藝亦由警察機關執行之。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37。】
（ Ａ Ｂ Ｃ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警察於必要時，得依法實施管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意

圖自殺，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者得對其實施管束（Ｂ）被管束人抗拒警察依法實施之管束措

施，於必要時，得對其使用警銬（Ｃ）警察對人實施管束，時間最長不得逾二十四小時（Ｄ）

警察對人民實施查證身分時，得依管束之規定，令其供述（Ｅ）被管束人不服警察管束，不得

救濟。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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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Ｅ ）下列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Ａ）處罰有二種以上之加重或減輕者，遞

加或遞減之（Ｂ）社會秩序維護法所稱深夜，係指淩晨零時至五時而言（Ｃ）教唆他人實施違

反本法之行為者，依其所教唆之行為處罰（Ｄ）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四條所稱職業賭博場所

，係指具有營利性之公開賭博場所而言（Ｅ）社會秩序維護法分則各章所稱再次違反，不以前

後兩次行為均違反該法同條款之規定為限。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四篇「社會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11。】
（ Ｂ Ｃ Ｄ ）下列有關警械使用之程序，何者正確？（Ａ）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均須依規定穿著制服（Ｂ

）警察人員依法執行盤查勤務，如有必要，得命其高舉雙手（Ｃ）警察人員依法執行盤查勤務

，如遭抗拒，而有受到突擊之虞時，得依法使用警械（Ｄ）警察人員依法執行取締勤務，如有

必要，得命其停止舉動並得檢查其是否持有凶器（Ｅ）警察人員依法執行盤查取締勤務，得逕

行搜索其身體並檢查車輛。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三篇「警械使用條例」頁3-14。】
（ � ）有關駐衛警察使用警械之管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依駐衛警察使用警械管理辦法之規

定辦理（Ｂ）由內政部訂定管理辦法，其性質屬行政規則（Ｃ）駐衛警察一律不得使用警槍（

Ｄ）所需警械，由設置單位向直轄市、縣（市）警政機關申請配發（Ｅ）駐衛警察執行職務使

用警械致人財產損失者，應由核准單位辦理補（賠）償。

【註：答案為（ＣE）或（ＣDE）均可。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三篇「警械使
用條例」頁3-20。】

（ Ｂ Ｅ ）下列何種情形，警察認有必要時得使用警銬？（Ａ）逕行通知違序行為人到場時（Ｂ）醉漢抗

拒管束措施時（Ｃ）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Ｄ）交通違規者不服稽查時（Ｅ）違序

之人抗拒留置措施時。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三篇「警械使用條例」頁3-11。】
（ � ）下列何者依法不得許可其持有警械防身？（Ａ）犯妨害性自主案件經判決有罪確定者（Ｂ）過

失致人於死經判決有罪確定但受緩刑宣告者（Ｃ）限制行為能力者（Ｄ）經認定為流氓者（Ｅ

）曾因吸食強力膠遭一次違警處罰者。

【註：答案為（ＡＣD）或（ＡＢＣDE）均可。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三篇「
警械使用條例」頁3-25。】

（ Ｂ Ｄ Ｅ ）下列有關「警察」之敘述，何者正確？（Ａ）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

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之「警察機關」，係指「狹義」之警察意義（Ｂ）凡法律規定，

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賦予其機關或人員得使用干預、取締之手段者均屬「

廣義」之警察意義（Ｃ）行政執行處之執行員為「形式意義」之警察，故亦得執行拘提、管收

（Ｄ）調查局人員、檢察事務官均屬「實質意義」之警察（Ｅ）組織上之警察意義是以警察組

織形式賦予警察意義，即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總稱。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9。】
（ＡＣＤＥ）下列何者屬於警察官規？（Ａ）警察人員之職務等階事項（Ｂ）警察機關之組織編制事項（Ｃ

）警察人員之退休撫卹事項（Ｄ）警察人員之服務請假事項（Ｅ）警察人員之任免遷調事項。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法及警察法施行細則」頁1-17。】
（ Ａ Ｂ Ｃ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有關查證身分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警察於合法進入之場所，

得對於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虞者，要求查證其身分（Ｂ）「合理懷疑」為一不確定法律概念，

需有客觀之事實作為判斷之基礎，而非單純的臆測（Ｃ）警察依法查證人民身分時，應著制服

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Ｄ）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得使用強制力（Ｅ）帶

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其時間以到達該勤務處所起，不得逾三小時。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12。】
（ Ｃ Ｄ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下列對於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敘述，何者正確？（Ａ）第三人，

即一般所稱之「臥底者」，其蒐集資料係以特定人為對象（Ｂ）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期間不

得逾二年。認有繼續蒐集必要者，得於期限屆滿前依程序報准延長之。但延長期間不得逾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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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次為限（Ｃ）經遴選為第三人者，除得支給實際需要工作費用外，不給予任何名義及證

明文件（Ｄ）程序上應經該管警察局長或警察分局長之核准始得為之（Ｅ）遴選第三人及第三

人蒐集之資料，應列為機密文件，並依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管理之。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24。】
（ Ａ Ｃ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有關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治安顧慮人口查

訪之目的，在維護社會治安及防制查訪對象再犯（Ｂ）治安顧慮人口查訪項目得包括查訪對象

之工作、交往及金錢情形（Ｃ）警察實施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屬於預防性之措施（Ｄ）警察對

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者，得於刑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後二年內，定期實施查訪（Ｅ）治

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個月實施查訪一次；其為受毒品戒治人者，每二個月實施查訪

一次。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數。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81。】
（ Ｃ Ｄ ）警察法第十條規定人民不服警察機關處分得依法救濟，有關警察救濟法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損失補償，應以金錢為之，並以補償實際所受之特別損失

為限。但人民有可歸責之事由時，不得請求補償（Ｂ）不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警察處分案件，

向行政法院提起聲明異議（Ｃ）不服依警械使用條例沒入之處分，經原處分機關向上級機關提

起訴願（Ｄ）義務人對行政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

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Ｅ）人民因警察機關依法實施即時強制，致其生命、

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損失，對於執行機關所為損失補償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直接提起行政訴

訟。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83；第四篇「社會
秩序維護法及相關法規」頁4-38；第九篇「警察法規歷屆試題彙編」頁9-31；第二篇「
行政執行法」頁2-1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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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97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警察勤務」題解

單一選擇題：

（Ｄ）所謂問題導向的莎拉（SARA）勤務規劃之模式，其中R代表下列何種之規劃程序？（Ａ）掃描（Ｂ）評

估（Ｃ）分析（Ｄ）反應。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48。】
（Ｄ）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警察依本法行使盤查之

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於盤查程序結束後，可當場向執行員警陳述理由，表示異

議（Ｂ）前項異議，警察認為有理由者，應立即通報勤務指揮中心，待停止盤查之決定下達後，即可任

其離去（Ｃ）前項異議，經受盤查人請求時，應給予載明臨檢過程之書面文書，此項書面文書得作為提

起抗告之依據（Ｄ）前述選項之書面文書即為實施臨檢查察民眾異議紀錄表。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84。】
（Ｃ）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有關臨檢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合理懷疑」其對已發生之犯

罪或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得查證其身分（Ｂ）「有相當理由」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身體之

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者，得查證其身分（Ｃ）滯留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預備、著手實

施重大犯罪或有人犯藏匿之處所者，得查證其身分（Ｄ）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12。】
（Ｂ）警員甲為了多認識其勤區內心儀已久的女孩，而常藉由家戶訪查之名目至其家中實施訪查。該警員之行

為可謂違反家戶訪查辦法規定所應遵循之何項原則？（Ａ）誠實信用原則（Ｂ）禁止不當聯結原則（Ｃ

）保守秘密原則（Ｄ）行政中立原則。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18。】
（Ｄ）依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依自治區域，以一村里劃設一警勤區，村里過大

者，應將一村里劃設二警勤區（Ｂ）警勤區之劃分，在法條排列上首先考量的因素為人口因素（Ｃ）警

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標準，由警察局定之（Ｄ）警察局和警察分局對於重點性勤務實施差異，在於警

察局得逕為執行之。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8。】
（Ｃ）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九條之規定，專責執行勤區查察之指派為下列何者之權責？（Ａ）內政部警政署

（Ｂ）勤務規劃監督機構（Ｃ）警察局（Ｄ）警察分局。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11。】
（Ｂ）關於巡邏勤務，下列敘述，何者為非？（Ａ）非限定於警勤區內（Ｂ）因治安需要，應由警察局指派人

員編組機動隊（組），運用組合警力，在指定地區執行巡邏勤務（Ｃ）巡邏勤務應視轄區面積及治安、

地理、交通情形，分別採用各種不同方式實施之（Ｄ）巡邏勤務應注意逆線、順線，於定時、不定時交

互行之。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70。】
（Ｃ）警察勤務運作，有所謂「TAP」理論（警察到達時間理論），可分為那三個不同的時程？發生時間；

獲知時間；報案時間；警察反應時間；警察到達時間：（Ａ）（Ｂ）（Ｃ）

（Ｄ）。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153。】
（Ａ）依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守望之任務？（Ａ）傳達命令（Ｂ）擔任警戒、警衛及

管制勤務（Ｃ）解釋疑難（Ｄ）整理交通秩序。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57。】
（Ｂ）依警察勤務條例對服勤時間分配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以勤三息六為原則（Ｂ）勤區查

察時間得斟酌勞逸情形每日二至四小時（Ｃ）服勤人員每日應有連續八小時之服勤時間（Ｄ）深夜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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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超過六小時為度。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11。】
（Ｄ）下列有關警察職權行使法之敘述，何者為非？（Ａ）警察依據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意旨，不得不

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Ｂ）警察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臨檢，應於營業

時間內為之（Ｃ）警察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執行一般臨檢，只能任意性「目視檢查」現場（Ｄ）警察

攔停受檢義務人，即得據以拍搜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件。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15。】
（Ａ）關於守望、值班、備勤，下列敘述，何者為非？（Ａ）備勤員警得編排特定勤務執行之（Ｂ）值班於必

要時，並得站立門首瞭望附近地帶，擔任守望等勤務（Ｃ）守望應於衝要地區或事故特多地區，設置崗

位或劃定區域，擔任警戒（Ｄ）皆為守勢勤務。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57。】
（Ｂ）為貫徹立即彈性反應之要求，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報案，應先指派何種警力趕赴現場處理？（Ａ）轄區派

出所備勤警力（Ｂ）在事故現場附近執勤之機動警力（Ｃ）分局之保安警力（Ｄ）刑警大隊之備勤警力

。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三篇「警察勤務歷屆試題彙編」頁3-82。】
（Ｃ）下列有關勤務時間之敘述，何者正確？（Ａ）服勤人員每週輪休全日一次，外宿二次，遇有臨時事故得

停止之，延長服勤之時間不得補假（Ｂ）勤四息八制由於服勤時間短，休息時間長，有浪費警力之嫌且

不合成本效益之原則（Ｃ）每日勤務時間為二十四小時，起訖時間自零時起至二十四時止（Ｄ）聯合服

勤時間各種服勤方式互換，視警力及工作量之差異，每次四至六小時。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334。】
（Ｂ）依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警察機關「得視治安狀況需要」，要求服勤人員延長服勤，「

在勤務機構待命服勤」，是合乎下列勤務規劃應注意的哪一個項目？（Ａ）勤息合宜、休宿適當（Ｂ）

常時機動、控制警力（Ｃ）永不間斷、無處弗屆（Ｄ）互換輪服、勞逸平均。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54。】
（Ｃ）員警巡邏後之運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向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入網（Ｂ）將返回時間登記於工

作紀錄簿（Ｃ）繳交應勤用具及裝備時，應加以檢查，俾作再次出勤之準備（Ｄ）案件如有處理未畢，

應繼續處理或移交值班人員處理。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478。】
（Ａ）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之劃分原則為：（Ａ）配合自治區域，以不割鄰為原則

（Ｂ）配合自治區域，以不割村里為原則（Ｃ）配合行政區域，以不割鄰為原則（Ｄ）配合行政區域，

以不割村里為原則。

【註：參PE056《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精析》，第二篇「精選測驗題庫」頁77。】
（Ｄ）民國六十年代（1977~1979年）推動的警政現代工程，對我國警政發展意義重大。下列有關它的敘述，

何者為非？（Ａ）當時的署長是孔令晟（Ｂ）三級勤務中心是在當時成立的（Ｃ）開始建立以電腦為主

體的警察資訊系統（Ｄ）裁撤派出所，全部採行集中制的警察勤務制度。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20。】
（Ａ）警察機關得製作警勤區員警聯繫卡片或治安簡訊，載明相關事項，其作用為何？（Ａ）以利家戶聯繫（

Ｂ）以利家戶訪詢（Ｃ）以利情報佈建（Ｄ）以利政令推行。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103。】
（Ａ）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之規定，下列說明何者有誤？（Ａ）「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依警察法

訂定之（Ｂ）查訪治安顧慮人口期間，以刑執行完畢、感訓執行完畢，三年內為限（Ｃ）治安顧慮人口

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月實施查訪一次（Ｄ）警察實施查訪時，應於日間為之，但與查訪對象約定者，不

在此限。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105。】

多重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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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Ｅ ）警察任務、業務、勤務三者密不可分，且相輔相成，下列有關三者的敘述，何者正確？（Ａ）

先有警察任務，而後訂出警察業務，警察勤務則係依據前者所實施之活動方式，其兼具事實行

為與法律行為的性質（Ｂ）警察任務是警察行政工作的核心，係警察工作的具體工作項目（Ｃ

）警察首要任務為危害防止，係警察基於治安目的的單純司法作用（Ｄ）警察法第五條列有全

國性警察業務，並以行政警察為首（Ｅ）警察勤務是警察業務的具體行動，警察任務是警察勤

務之終極目的。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29。】
（ＡＣＤＥ）下列有關警察勤務原理之敘述，何者正確？（Ａ）散在原則與普及原則係警力部署之原則，除

係為求全面性的分布、深入性的生根外，亦是為表現警察勤務之顯見特徵，一方面便利為民服

務，另一方面亦得以嚇阻犯罪（Ｂ）勤務方式應秉持活用適用的原則，如優勢警力的運用即是

其展現（Ｃ）勤務規劃追求彈性效能，即係因警力有限而事故之發生又常因時間、地點而有差

異，如「犯罪熱點」則解釋了此一現象（Ｄ）在犯罪預防理論有所謂「TAP」理論，說明歹徒侵

入時間愈長，警方反應時間愈短，則嚇阻犯罪之作用愈大。此即警察勤務運作的迅速機動原則

（Ｅ）警察勤務為增進其防止一切危害之效果，需講求顯見、表徵之原則。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225。】
（ Ｃ Ｅ ）依「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下列對勤務規劃及方式的敘述，何者為非？（Ａ）根據警

政署規定，原則上分局由分局長規劃；全局性或涉及兩個以上分局或專案性勤務由局長規劃（

Ｂ）警力運用應視任務需要，應依地區特性、治安狀況、警力多寡、民眾需求等因素而為適當

運用（Ｃ）為增加巡邏密度，巡邏以兩人以下實施為原則，但必要時得無條件以一人實施之（

Ｄ）取消警網編組規定，以彈性編配組合或個別警力執勤，增加勤務密度（Ｅ）警力運用視任

務需要，變更過去「適當警力」觀念為「優勢警力」。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49。】
（ Ｄ Ｅ ）有關警察權運用之原則，下列何者為非？（Ａ）依法行政原則：行政行為應受一般法律原則之

拘束，尤其侵害民眾權益之行政應有法律明確授權始可為之（Ｂ）比例原則：警察行為之手段

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即係適當性原則；而手段並非唯一的時候，應選擇對於人民權益侵害最

小者，則係符合必要性原則；至於比例性原則係指警察行政不得為達目的不擇手段（Ｃ）平等

原則：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Ｄ）警察目的原則：警察依法行使職權之目

的即在於完成警察任務，故警察對於其他行政機關請求之協助應委婉予以拒絕之（Ｅ）法律優

越原則：警察權之行使，若對人民的自由權利加以限制，必須以法律定之，不得僅憑個人主觀

好惡恣意為之。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18。】
（ Ｃ Ｅ ）以下有關警察勤務條例內容之敘述，何者正確？（Ａ）警察勤務之實施應晝夜執行，普及轄區

，並以刑事警察為中心，其他各種警察配合之（Ｂ）在所有勤務方式中，勤區查察最足以彰顯

警察勤務「普及轄區」的精神（Ｃ）共同勤務由服勤人員按勤務分配表輪流交替互換實施之，

並得視服勤人數及轄區情形，採用巡邏及其他方式互換，但均以巡邏為主（Ｄ）關於服勤時間

之分配，服勤人員每日勤務應以八小時為原則，每周以四十四小時為度，勤務交接時間由警政

署統一規定之（Ｅ）聯合服勤時間各種勤務方式互換，應視警力及工作量之差異，每次二至四

小時，遇有特殊情形，得縮短或延伸之。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48。】
（ＡＢＣＤＥ）警察為防制犯罪，運用犯罪學的理論基礎來作為勤務規劃的指導原則，以達成事半功倍之效。

下列有關犯罪學之理論，何者正確？（Ａ）一般性犯罪理論：強調兒少早期之犯罪預防重要性

與輔導措施，如使其接受教導與培養反省能力、增加與家人的良性互動和關心、提高耐力和恆

心、發展自身所具備之才能等，使其強化自我控制（Ｂ）破窗理論：其內涵在於倘若縱容低度

犯罪或小小的失序行為，將會蔓延引發更重大的犯行，此即所謂「犯罪升級效應」。自該理論

而後有「犯罪零容忍」（Ｃ）防衛空間理論：透過都市環境設計之改良，以達提升犯罪預防之

功能（Ｄ）日常活動理論：認為當有能力及動機的犯罪者、合適的犯罪標的物以及監控者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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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三項因素聚合時即發生犯罪（Ｅ）犯罪生態區位學理論：以環境生態學觀點分析犯罪行為與

區位特性間具有互動關係。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157。】
（ Ａ Ｂ ）大法官第535號解釋及警察職權行使法的訂定，使警察臨檢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以下警察權之

行使，何者牴觸其規定？（Ａ）甲派出所所長於昨晚下班途中見某KTV似乎有不正常的活動，

於是決定指示所轄員警今晚至該KTV實施臨檢（Ｂ）乙員警巡邏經過7-11見丙神情緊張，似乎是

作賊心虛，認其符合「相當理由」之要件而對其實施盤查（Ｃ）某日乙員警臨檢PUB之時，於現

場地面查獲丟棄之針筒及毒品，則該場所同桌之人，應可認其係「有事實足認」對於犯罪「知

情者」而對其實施臨檢（Ｄ）警察執行臨檢勤務時，發現來車左右搖晃，看見駕駛人疑似使用

手機通話。此時，執勤警察可以攔停該車（Ｅ）續前選項，若駕駛人當場陳述理由，說明自己

未打手機，而後座乘客則坦承自己方才在打手機，此時，警察認為有理由應即停止。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69。】
（ Ｃ Ｄ Ｅ ）依「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關於警察勤務督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現行勤

務督導方式分為駐區督導、分級督導及聯合督導（Ｂ）各級督察人員之督察次數，每月每人不

得少於四次，每次不得少於二小時（Ｃ）勤務督導的三大系統分別是主官、業務以及督察系統

（Ｄ）我國現行勤務督導機構，可區分成警政署、警察局及分局等三級（Ｅ）本規定依據警察

勤務條例第二十六條訂定之。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132。】
（ Ａ Ｂ ）依「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戶口遷出時，有關戶、口卡片應依規定辦理通報，則下

列對其規定之敘述，何者為非？（Ａ）原則上僅記事卡及副頁於接到遷出通報三日內辦理通報

（Ｂ）使用警勤區查察處理系統時，由系統逕行移轉通報，紙本則應予以銷毀（Ｃ）口卡片：

遷出地之警察局於接到遷出通報七日內辦理通報（Ｄ）口索引卡：遷出地之警察局將口卡片寄

出通報他轄時，應建立口索引卡（Ｅ）口卡片、口索引卡以四角號碼編管。

【註：參PE056《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精析》，第一篇「重點整理」頁15。】
（ Ｄ Ｅ ）有關勤前教育實施次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七人以上者，得逐日實施（Ｂ）六人以

下，三人以上者，應隔日實施（Ｃ）兩人以下，不拘形式，每週實施二次（Ｄ）聯合勤教每兩

週舉行一次（Ｅ）前項勤前教育的實施次數，由警察機關視所轄實際情形規定之。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103。】
（ Ｂ Ｄ Ｅ ）為符合民主法治潮流，積極保障人權，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一款修正案，業已於96年7月4

日奉總統令公布生效，並授權內政部訂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在台灣地區實施逾60
年之久的「戶口查察」名稱正式走入歷史，未來警勤區警員將改以「家戶訪查」取而代之，來

達成那些法定任務？（Ａ）刑案偵破（Ｂ）犯罪預防（Ｃ）警民合作（Ｄ）為民服務（Ｅ）社

會治安調查。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二篇「家戶訪查」頁2-21。】
（ � ）下列關於勤區查察簿冊管理之說明，何者為非？（Ａ）勤區查察基本資料，應以警勤區為單位

，依順序分類整理（Ｂ）戶卡片以警勤區內之村里鄰及街巷門牌順序裝訂成冊，即家戶訪查簿

（Ｃ）簿冊由警勤區員警負責保管，自行加鎖置於公務櫃（Ｄ）勤區查察的基本資料為家戶訪

查簿及警勤區記事簿（Ｅ）警勤區員警執行勤區查察勤務時，不得攜帶外出。

【註：答案為（ＣE）或（ＣDE）均可。參PE056《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精析》，第一
篇「重點整理」頁25。】

（ Ａ Ｂ Ｄ ）下列有關警察勤務監督方法的敘述，何者正確？（Ａ）外勤和內勤的監督方法不同（Ｂ）外勤

監督應兼顧形式和實質（Ｃ）巡邏箱的使用屬於實質的監督（Ｄ）車輛定位系統的運用屬於形

式監督（Ｅ）從民眾反應中查考屬於形式的監督。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37。】
（ＡＢＣＤ）家戶訪查以聯合查察方式執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以聯合相鄰近之兩警勤區共同實

施（Ｂ）聯合查察出勤後，應共同繞巡警勤區治安要點一遍（Ｃ）巡簽完畢後，得以組合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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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優先查察兩警勤區轄內特別人口（Ｄ）聯合查察除一般家戶訪查外，每月另應編排聯合查

察至少一次（Ｅ）聯合查察所得家戶資料，隨即由各該警勤區分別建置。

【註：參PE056《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精析》，第一篇「重點整理」頁23。】
（ Ｂ Ｅ ）警勤區基本資料為一圖、二表、三簿冊，下列何者屬於三簿冊之資料？（Ａ）轄區概況簿（Ｂ

）家戶訪查簿（Ｃ）家戶訪查記事簿（Ｄ）素行資料記事簿（Ｅ）警勤區記事簿。

【註：參PE056《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精析》，第一篇「重點整理」頁24。】
（ Ａ Ｂ Ｄ ）下列何者屬於值班的任務？（Ａ）通訊聯絡（Ｂ）駐地安全維護（Ｃ）管制（Ｄ）內務及環境

衛生之整理（Ｅ）傳達重要公文。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10。】
（ Ｃ Ｄ ）下列何者屬於梅可望先生認為的警察勤務基本原則？（Ａ）主動重於被動（Ｂ）經常重於臨時

（Ｃ）外勤重於內勤（Ｄ）巡邏重於守望（Ｅ）最先五分鐘重於最後五分鐘。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315。】
（ Ａ Ｃ ）警察為防止犯罪，或處理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而有必要時，警察機關主管長官可依據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第六款的規定，對行經指定的那些場所實施身分查證？（Ａ）公共場所

（Ｂ）公眾得出入之場所（Ｃ）路段（Ｄ）特定營業（Ｅ）加油站。

【註：參PE025《新編警察法規測驗精粹》，第八篇「警察職權行使法」頁8-69。】
（ Ｂ Ｄ Ｅ ）依據「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規定，下列都市勤務機構之勤務方式，何者得納入巡邏中

實施？（Ａ）勤區查察（Ｂ）臨檢（Ｃ）掃蕩（Ｄ）守望（Ｅ）備勤。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101。】
（ Ｃ Ｅ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七條之規定，警察規劃監督機構訂定勤務基準表，其應注意那些事項？（

Ａ）勤務方式必須循環銜接，不留空隙（Ｂ）勤務時間應視需要互換，使每人普遍輪流服勤（

Ｃ）分派勤務，講求效率，力求勞逸平均（Ｄ）經常控制適當機動警力，以備缺勤替班，藉以

調節精神體力（Ｅ）每人須有進修或接受常年訓練之時間。

【註：參PE026《新編警察勤務測驗精粹》，第一篇「警察勤務之總論與實務」頁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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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97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刑法」題解

單一選擇題：

（Ｄ）依照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六三六號解釋，檢肅流氓條例部分條文違憲，係與下列何項原則相牴觸？（Ａ）

法律保留原則（Ｂ）法律優位原則（Ｃ）從舊從輕原則（Ｄ）明確性原則。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二篇「法例」頁15。】
（Ｂ）刑法第二條第一項關於法律變更之適用原則，於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修法時，自「從新從輕原則」修正為

「從舊從輕原則」，其乃是為了與罪刑法定原則之何項內涵（派生原則）相符合？（Ａ）禁止類推適用

（Ｂ）禁止溯及既往（Ｃ）禁止絕對不定期刑（Ｄ）禁止以習慣法為法源。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二篇「法例」頁16。】
（Ｄ）下列何者為具體危險犯？（Ａ）放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宅罪（Ｂ）失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住宅罪（Ｃ）不

能安全駕駛罪（Ｄ）恐嚇公眾安全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四篇「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頁405。】
（Ｃ）甲與乙在操場邊練習棒球傳球，甲一不小心失去準頭，嚴重偏離乙所能接住的範圍，球不偏不倚砸到正

在操場慢跑的丙的眼睛，丙眼部血流不止。丙經送醫搶救之後，雖未失明，但視力大為減退，從1.0減至

0.3。問甲成立何罪？（Ａ）過失傷害罪（Ｂ）故意傷害罪（Ｃ）過失致重傷罪（Ｄ）故意重傷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533。】
（Ａ）甲趁乙家裡都無人在家時，放火燒乙的房子，房子起火燃燒後，經人立即通報消防隊前來滅火。消防隊

員丙抵達現場時，奮勇入內滅火，結果被燃燒掉落的橫樑壓到背部，背部受傷。問甲對丙之受傷結果應

負何種刑事責任？（Ａ）無罪（Ｂ）過失傷害罪（Ｃ）故意傷害罪（Ｄ）殺人未遂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五篇「行為之違法性」頁126。】
（Ｃ）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依實務見解，下列何者以直接故意為限？（Ａ）廢弛職務

釀成災害罪（Ｂ）違背職務之受賄罪（Ｃ）公務員登載不實罪（Ｄ）不違背職務之受賄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五篇「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頁477。】
（Ｄ）下列何者屬於所謂「超法規的阻卻違法事由」？（Ａ）正當防衛（Ｂ）緊急避難（Ｃ）業務上正當行為

（Ｄ）得被害人之承諾。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五篇「行為之違法性」頁113。】
（Ｂ）下列何種未遂之法律效果為不罰？（Ａ）障礙未遂（Ｂ）不能未遂（Ｃ）中止未遂（Ｄ）準中止未遂。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六篇「未遂犯」頁141。】
（Ｃ）派出所警察甲與其妻乙（非公務員）共同決意，向轄區某賭博電玩業者丙每月收取賄賂五萬元，由乙出

面拿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甲成立違背職務收賄罪之間接正犯（Ｂ）乙成立違背職務收賄罪之

幫助犯（Ｃ）甲與乙成立違背職務收賄罪之共同正犯（Ｄ）甲成立違背職務收賄罪之正犯後正犯。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四篇「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頁386。】
（Ｂ）關於易科罰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Ｂ）受六個

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Ｃ）以新台幣二千元、三千元或四千元折算一日（Ｄ）須限於因身體、

職業或家庭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附錄一「九十年、九十一年、九十二年刑法修正重點」頁附一
-8。】

（Ａ）甲女因無力扶養剛出生的嬰兒乙，在乙出生二週後某個夜晚，將乙包妥在提籃中，趁四下無人之際，將

乙置放在某慈善機構門口。但由於甲仍不放心乙，故躲在暗處角落觀看，直到該慈善機構工作人員丙被

乙的哭聲所驚動，出來將乙抱入屋內後，甲才離去。依實務見解，問甲應成立何罪？（Ａ）違背義務之

遺棄罪（Ｂ）普通遺棄罪（Ｃ）不作為之殺人未遂罪（Ｄ）無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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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甲騎乘機車經過某個公車站牌前，停了下來，佯裝向等候公車的乙問路，問了幾句後，甲又向乙騙稱有

急事要打電話，但其手機沒電，想跟他借用手機一下。乙不疑有詐，乃將手機借給甲使用，甲接過乙的

手機之後，立即加足馬力揚長而去，乙當場愣住。依實務見解，甲應成立何罪？（Ａ）詐欺罪（Ｂ）侵

占罪（Ｃ）搶奪罪（Ｄ）竊盜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602。】
（Ｄ）甲出生滿周歲即被人收養，事隔三十年，甲一直不知其親生父母為誰。某日，甲在餐廳用餐，與鄰桌客

人乙發生口角，甲摔破酒瓶，拿著破酒瓶，往乙身上刺去，結果乙一閃，甲竟刺到其擔任服務生的親生

父親丙的腹部，丙血流如注，送醫不治死亡。甲對丙應成立何罪？（Ａ）故意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Ｂ

）過失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Ｃ）故意殺人罪（Ｄ）過失致死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524。】
（Ｄ）老師甲對經常不寫功課的學生乙告知，如果今天沒有寫完功課，就不准他回家，乙因害怕真的不能回家

，所以不得已只好乖乖寫完功課。問甲應成立何罪？（Ａ）恐嚇危害安全罪（Ｂ）強制罪（Ｃ）剝奪行

動自由罪（Ｄ）無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623。】
（Ａ）甲係任職某機關的總務主任，某日於下班後帶著五分醉意再度回到辦公室，見年甫十八歲之弱智臨時雇

員乙女單獨留在辦公室加班，乃酒後起淫念，心想乙平常對其言聽計從，於是便要求乙與之肛交，乙因

受甲之監督，恐遭解雇，不敢抗拒，甲因而得逞。問甲應成立何罪？（Ａ）利用權勢性交罪（Ｂ）強制

性交罪（Ｃ）強制猥褻罪（Ｄ）乘機性交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575。】
（Ｄ）甲因缺錢花用而將孩童乙抓走，向其家屬勒贖一百萬元，後來發現乙家裡根本沒錢，只好將乙放走。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甲僅成立剝奪行動自由罪（Ｂ）甲成立擄人勒贖未遂罪（Ｃ）甲成立擄人勒贖

既遂罪，但得減輕其刑（Ｄ）甲成立擄人勒贖既遂罪，但必減輕其刑。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六篇「未遂犯」頁142。】
（Ｂ）電影導演在鬧街拍片。場景是：持刀歹徒追殺少女。為使場面逼真，導演不告知路人；路人果然驚懼，

紛紛走避。追逐中，有見義勇為的路人甲出現，將「歹徒」打傷，圍觀者喝采。甲之此等誤認，刑法學

理稱為：（Ａ）構成要件錯誤（Ｂ）容許構成要件錯誤（Ｃ）容許錯誤（Ｄ）禁止錯誤。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四篇「行為之有責性」頁93。】
（Ｂ）下列何者為裁判上一罪？（Ａ）接續犯（Ｂ）想像競合（Ｃ）集合犯（Ｄ）實質競合。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九篇「犯罪之單複及合併」頁239。】
（Ｂ）甲於擔任某縣政府建設課課長時，應其建築商好友乙之要求，於核發建築執照時，在法令權限內給予期

限上之便利。不久，甲調遷交通部擔任科長，乙於此時為答謝甲，而致送十萬元作為謝禮，當時甲正要

出國，乃交代其母親丙代為接受。問甲應成立何罪？（Ａ）圖利罪（Ｂ）不違背職務之受賄罪（Ｃ）違

背職務之受賄罪（Ｄ）無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四篇「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頁382。】
（Ｃ）某廠商負責人甲未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認證許可，即擅自在其生產的貨品包裝上印製「CNS」（正字

標記）。依實務見解，甲應成立何罪？（Ａ）偽造私文書罪（Ｂ）偽造公文書罪（Ｃ）偽造準私文書罪

（Ｄ）偽造準公文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五篇「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頁471、482。】

多重選擇題：。

（ＡＣＤＥ）下列何種情形，有我國刑法之適用？（Ａ）菲律賓人甲在航行於釣魚台海域之我國國籍的漁船

上打傷印尼人乙（Ｂ）台灣人甲與大陸人乙在日本通姦（Ｃ）韓國人甲在美國殺死台灣人乙（

Ｄ）越南人甲在越南販賣海洛因給越南人乙（Ｅ）台灣人甲在柬埔寨偽造大陸人民幣。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二篇「法例」頁17、18。】
（ Ｂ Ｃ ）甲想要殺死其室友Ａ，而趁Ａ不注意時，在其泡麵中下毒，然後趕緊離去。A在享用完該泡麵後

，毒藥毒性發作前，旋即遭到埋伏於窗外的另一仇家乙一槍擊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



19

甲成立殺人既遂罪（Ｂ）甲成立殺人未遂罪（Ｃ）乙成立殺人既遂罪（Ｄ）乙成立殺人未遂罪

（Ｅ）甲無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三篇「犯罪論」頁51、52。】
（ Ｃ Ｄ ）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六三０號解釋，關於刑法第三二九條準強盜罪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準強盜罪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Ｂ）準強盜罪應依強盜罪之法定刑減輕其刑（Ｃ）準強

盜罪之強暴、脅迫行為之實施，須達到難以抗拒之程度（Ｄ）準強盜罪之取財行為與施強暴、

脅迫行為之因果順序，其與強盜罪相反（Ｅ）準強盜罪違反平等原則。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605。】
（ Ｃ Ｄ ）關於假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受有期徒刑之執行，未滿一年者，不得假釋（Ｂ）受徒

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無期徒刑超過十五年者，得許可假釋（Ｃ）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

據，有期徒刑超過二分之一者，得許可假釋（Ｄ）犯強制性交罪，於徒刑執行期間接受輔導或

治療後，經鑑定、評估其再犯危險未顯著降低者，不得假釋（Ｅ）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罪之累犯，於假釋期間，受徒刑之執行完畢，五年以內再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者，不得假釋。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一篇「緩刑與假釋」頁306。】
（ � ）甲欠乙三十萬元，還款期限已至，甲一直沒有還錢。乙乃對外到處放話，要讓甲死得很難看。

此話傳到甲的耳朵，甲嚇得到處躲藏。某日甲在路上正好被乙遇到，甲看見乙，急忙拔腿就跑

，乙緊追在後，最後甲終究還是被乙追到。乙先將甲痛毆一頓，造成甲全身多處瘀青流血，然

後再將甲強行帶至附近的地下錢莊，逼迫甲向地下錢莊借款三十萬元，而後乙拿了錢，始放甲

離去。問乙成立哪些罪？（Ａ）恐嚇危害安全罪（Ｂ）傷害罪（Ｃ）強制罪（Ｄ）擄人勒贖罪

（Ｅ）強盜罪。

【註：答案為（ＡＢＣ）或（ＢＣ）均可。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
人法益之犯罪」頁551、529、623。】

（ＡＣＤＥ）下列何者為結合犯？（Ａ）強盜罪（Ｂ）強制性交罪（Ｃ）海盜殺人罪（Ｄ）發掘墳墓侵害屍

體罪（Ｅ）強盜放火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三篇「犯罪論」頁59。】
（ Ａ Ｄ ）下列何者屬於刑法上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Ａ）強制治療（Ｂ）假日生活輔導（Ｃ）保

護管束（Ｄ）感化教育（Ｅ）感訓處分。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三篇「保安處分」頁347、358。】
（ Ａ Ｄ ）下列何者屬於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前段之公務員？（Ａ）臺北市市長（Ｂ）民間拖吊業者

執行拖吊之人員（Ｃ）農田水利會辦理農田灌溉事業之職員（Ｄ）中央警察大學人事室辦理獎

懲、任免之人員（Ｅ）飛航中之飛機機長。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二篇「法例」頁25。】
（ Ａ Ｂ ）下列何種情形，足以產生不純正不作為犯之保證人地位？（Ａ）汽車駕駛人對於被其撞傷昏倒

在地的路人（Ｂ）子女對於年邁臥病在床之母親（Ｃ）國中老師對於學校學生（Ｄ）酒店老闆

對於喝醉酒欲駕車離去的酒客（Ｅ）同居的男女朋友。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三篇「犯罪論」頁48。】
（ Ａ Ｃ ）甲臨時需要電腦撰寫報告，但因其電腦故障，故未經室友乙同意，擅自使用乙之電腦。雖然乙

的電腦設有帳號密碼，不過因甲曾多次無意間看過乙開機使用電腦，所以約略記得其帳號密碼

大概為何，經過幾次嘗試後，終於輸入正確的帳號密碼，進入乙的電腦內，撰寫其報告。當甲

寫完報告之後，乃好奇地瀏覽一下乙儲存在電腦中的日記，結果發現乙原來是同性戀者。後來

，甲在網路留言版透露此一事實，致使乙在學校遭受許多人以異樣的眼光看待，乙痛苦難堪不

已。問甲成立哪些罪？（Ａ）無故入侵電腦罪（Ｂ）無故窺視罪（Ｃ）無故洩漏電腦秘密罪（

Ｄ）無故侵入住居罪（Ｅ）公然侮辱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588、633。】
（ＡＢＣＤＥ）甲於夜晚攜帶長形水果刀一把外出，行經一棟透天厝，見該透天厝漆暗無光，心想屋內應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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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家，乃起意入內行竊。甲先破壞鐵窗，然後從窗戶爬入一樓屋內，開燈後以目光搜尋財物

，見似無可竊之物，即從樓梯走上二樓，正準備繼續搜尋財物時，卻被起床上洗手間的乙所發

現。甲欲逃離現場，乙乃上前攔阻，雙方相互拉扯，甲因掙脫不成，遂萌生殺害乙之故意，拿

起隨身攜帶之水果刀朝乙之胸部、頸部猛刺數刀，乙身受重傷倒地、血流不止，甲始得以逃離

，當乙被人發現時，業已氣絕多時。依實務見解，問甲成立哪些罪？（Ａ）毀損罪（Ｂ）無故

侵入住居罪（Ｃ）加重竊盜未遂罪（Ｄ）準強盜罪（Ｅ）強盜殺人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549、590、601、

630。】
（ Ａ Ｂ ）甲基於幫助乙殺害丙之故意而提供開山刀一把給乙，但乙卻僅想要教訓丙而將其砍了兩刀，並

未造成嚴重傷害。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甲成立傷害罪之幫助犯（Ｂ）乙成立傷害罪（Ｃ

）甲成立殺人未遂罪之幫助犯（Ｄ）乙成立殺人未遂罪（Ｅ）甲無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七篇「共犯」頁175。】
（ Ｂ Ｄ ）關於強盜殺人罪，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須先著手於強盜行為之實施，後為

殺人行為之實施（Ｂ）強盜未遂而殺人既遂，成立強盜殺人既遂（Ｃ）強盜既遂而殺人未遂，

成立強盜殺人既遂（Ｄ）強盜之客體與殺人之客體無須同一（Ｅ）行為人於行為一開始即須同

時具備強盜故意與殺人故意。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606。】
（ Ａ Ｃ ）下列何者為刑法學理所稱之集合犯？（Ａ）投票行賄罪（Ｂ）聚眾不遵令解散罪（Ｃ）收集偽

造貨幣罪（Ｄ）聚眾鬥毆罪（Ｅ）違背職務受賄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四篇「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頁379。】
（ Ａ ）甲參加朋友乙所舉辦的「狂歡仲夏夜」派對，派對直至凌晨兩點結束，結束時甲因喝了許多酒

而走起路來東搖西晃，站都站不穩。乙本來想請人開車送甲回家，但甲堅稱自己沒醉而執意自

行開車回家。在甲開車回家途中，行經一個路邊被堆滿廢棄物、垃圾之處，由於甲超速行駛且

未能保持適當距離，竟朝該廢棄物垃圾堆擦撞而過。甲以為自己祇是撞到廢棄物而已，故而繼

續往前行駛，但事實上甲的擦撞同時也撞傷正蹲坐在該廢棄物垃圾堆中撿拾回收物的丙。問甲

成立哪些罪？（Ａ）不能安全駕駛罪（Ｂ）肇事逃逸罪（Ｃ）過失傷害罪（Ｄ）有義務之遺棄

罪（Ｅ）毀損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五篇「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頁450。】
（ Ａ Ｄ ）警察甲取締在騎樓販賣紅豆餅的流動攤販乙，乙苦苦哀求表示，僅是混口飯吃，拜託不要開罰

單，但甲不為所動，仍舊開了罰單。乙接過罰單，非常生氣地說：「臭警察！無三小路用，只

會欺壓小老百姓！」，並當場將罰單撕毀。甲頓時非常生氣，乃要將乙連同其攤架強行帶回派

出所處理，但乙不願同行，兩人僵持不下。這時在一旁等候公車的T大學法律系三年級的丙，看

見此一幕情景，認為警察無權將乙及其攤架強制帶走，於是挺身而出，將兩人架開，並因用力

過猛，致使甲被推倒跌坐在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乙成立侮辱公務員罪（Ｂ）乙成立

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強暴脅迫罪（Ｃ）乙成立毀損公務上掌管文書物品罪（Ｄ）丙成立對於執

行職務公務員強暴脅迫罪（Ｅ）丙無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四篇「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頁397、400。】
（ Ａ Ｅ ）刑法有關責任能力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Ｂ）十四

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減輕其刑（Ｃ）滿八十歲人之行為，不罰（Ｄ）瘖啞人之行為，

減輕其刑（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四篇「行為之有責性」頁87。】
（ Ａ Ｃ Ｄ ）甲係民間合會（互助會）之會首，其冒用會腳乙的名義，在標單上寫上乙的姓名與出標的底標

利息，取得得標金額。依實務見解，甲應成立哪些罪？（Ａ）偽造署押罪（Ｂ）偽造私文書罪

（Ｃ）偽造準私文書罪（Ｄ）詐欺取財罪（Ｅ）侵占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五篇「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頁471、479、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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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Ｂ Ｃ Ｅ ）甲在捷運站出口處拾獲乙所遺失的皮夾，內有新台幣二千元、銀行提款卡一張、身分證一張、

捷運悠遊卡一張（內儲值有二百五十元）。甲將二千元與悠遊卡放入口袋內，然後持該提款卡

至附近銀行提款機提款，甲依照乙之出生年月日胡亂排列組合，結果竟然猜中乙之提款卡的密

碼，甲從乙的戶頭裡提領了三萬元，最後甲將乙之皮夾連同提款卡、身分證等丟棄到路邊排水

溝內。依實務見解，問甲成立哪些罪？（Ａ）普通侵占罪（Ｂ）侵占遺失物罪（Ｃ）不正利用

自動付款設備罪（Ｄ）竊盜罪（Ｅ）毀損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611、614、630。
】

（ Ｃ Ｄ Ｅ ）台灣人民甲向大陸人民乙騙稱，可以為其十七歲之丙女安排至台灣從事優渥的工作，乙信以為

真，於是便同意其女丙跟隨甲至台灣來，但事實上甲係打算將丙女賣給色情應召站。丙女被騙

到台灣來之後，其行動自由便完全受到控制。數週之後，甲將丙押至丁所開設之色情應召站，

將其賣給丁，但當甲正準備離去時，未料該色情應召站正好被警察所查獲。問甲成立哪些罪？

（Ａ）意圖營利詐術使人出國罪（Ｂ）和誘罪（Ｃ）妨害家庭之略誘罪（Ｄ）意圖使人性交猥

褻而買賣質押人口罪（Ｅ）意圖使人性交猥褻而引誘容留媒介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五篇「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頁483、489；PE028
《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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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及刑事訴訟法」解題

壹、單一選擇題：

（Ｄ）甲離開餐廳時，錯拿他人雨傘，事後發現並非己有，但嫌換回麻煩而暫且使用。問甲該當何罪？（Ａ）

竊盜罪（Ｂ）侵占罪（Ｃ）侵占遺失物罪（Ｄ）不成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三篇「犯罪論」頁60。】

（Ｃ）某學生公寓頻遭小偷光顧，受害學生自力追查竊嫌。數日後，過濾出持有失物之可疑犯嫌，並約出合力

將其扭送警局。法律應如何評價？（Ａ）刑法之依法令行為（Ｂ）民法之自助行為（Ｃ）該當刑法犯罪

（Ｄ）刑事訴訟法現行犯逮捕。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548。】

（Ａ）「飢寒起盜心」，而於賣場偷商品。請問刑法如何評價「飢寒」事由？（Ａ）動機（Ｂ）意圖（Ｃ）故

意（Ｄ）無期待可能。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四篇「行為之有責性」頁80。】

（Ｃ）日本並無「通姦罪」之處罰，今警查獲日本觀光客來台「買春」。若可證明此日本客為有配偶之人，刑

法如何評價日客買春行為？（Ａ）不知法律不具故意（Ｂ）不知法律阻卻違法（Ｃ）欠缺不法意識得減

罪責（Ｄ）不該當通姦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四篇「行為之有責性」頁84、85。】

（Ａ）以下何者該當強制罪？（Ａ）集會遊行於行進路線外肉身擋路，禁車來往（Ｂ）私人逮捕現行犯，稱：

「交還贓物，否則送警」（Ｃ）對偷書者，稱：「同額價購，否則移送法辦」（Ｄ）避免酒駕，搶走汽

車鑰匙。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551〜554。】

（Ｃ）刑法第15條第2項不純正不作為犯之規定，相關行為人所指為何？（Ａ）基於法令之保證人（Ｂ）基於

危險共同體之保證人（Ｃ）基於危險前行為之保證人（Ｄ）基於危險監控之保證人。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三篇「犯罪論」頁47〜49。】

（Ａ）以下何種犯罪類型並無追究因果關係的實益？（Ａ）繼續犯（Ｂ）不純正不作為犯（Ｃ）具體危險犯（

Ｄ）結合犯。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三篇「犯罪論」頁45。】

（Ｃ）學生打籃球過程中，甲生上籃時，乙生防衛阻擋，因劇烈衝撞而導致乙脾臟破裂。試問甲生行為不成罪

之理由為何？（Ａ）不該當傷害行為（Ｂ）依法令行為（Ｃ）容許危險（Ｄ）無期待可能性。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五篇「行為之違法性」頁122。】

（Ａ）以下強制性交罪之加重條件敘述，何者錯誤？（Ａ）三人以上（Ｂ）攜帶凶器（Ｃ）侵入住宅（Ｄ）利

用駕駛公眾運輸交通工具機會。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562。】

（Ｃ）ＫＴＶ遭不良少年砸店，警方據報趕往現場處理。以下敘述，何者為真？（Ａ）毀損輕罪，店家若未提

告，不能處理（Ｂ）不良少年俯首就擒，該當自首（Ｃ）無告訴仍可以現行犯逮捕（Ｄ）店家願和解不

提告，仍應強制移送地檢。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122。】

（Ｄ）Ａ等棒球選手集訓期間不假外出，偶遇他人著手行竊，見義勇為追逐竊嫌。過程中，捉住竊賊，於其交

出所偷財物後即放走竊嫌，然擔心不假外出曝光遭受嚴懲，因而先留置財物，預計他日送交警局。以下

敘述，何者為真？（Ａ）Ａ等人該當妨害自由罪（Ｂ）Ａ等人該當縱放人犯罪（Ｃ）Ａ等人該當贓物罪

（Ｄ）Ａ等人不成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三篇「犯罪論」頁60。】

（Ｄ）有關刑事訴訟程序之「不告不理」原則，其義為何？（Ａ）未有告發，不得受理（Ｂ）未有告訴，不得



23

偵辦（Ｃ）親告罪未有告訴，不得強制處分（Ｄ）未有起訴，不得審判。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34。】

（Ｂ）司法警察無須聲請令狀即可實施搜索，尋找應拘捕之人，其法律依據為何？（Ａ）刑事訴訟法第130條

附帶搜索（Ｂ）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1項逕行搜索（Ｃ）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2項緊急搜索（Ｄ）刑事

訴訟法第131條之1同意搜索。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143。】

（Ｄ）刑事訴訟法「偵查不公開」適用的主體對象，不包括：（Ａ）檢察官（Ｂ）告訴代理人（Ｃ）辯護人（

Ｄ）新聞記者。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39。】

（Ｃ）現行刑事訴訟法緊急逮捕（88條之1）與緊急搜索（131條第2項）之相同點為何？（Ａ）實施發動主體

（Ｂ）選任辯護人（Ｃ）事後審查（Ｄ）核發令狀機關。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167。】

（Ｂ）犯罪嫌疑人得行使委任辯護人權利之情形為何？（Ａ）逮捕（Ｂ）偵訊（Ｃ）搜索（Ｄ）勘驗。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40。】

（Ｃ）千面人寄信給食品公司，稱：「若不匯款百萬，將於市售商品下毒。」試問此封信件屬何種證據類型？

（Ａ）傳聞證據（Ｂ）間接證據（Ｃ）物的證據（Ｄ）人的證據。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157。】

（Ｂ）承上（第17）題，法庭上若要判斷有無恐嚇行為，對於此封信件應如何進行證據調查？（Ａ）提示使其

辨認（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項）（Ｂ）提示並告以要旨（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2項）（Ｃ）宣讀告以

要旨（刑事訴訟法第165條第1項）（Ｄ）不具證據能力，不得進行證據調查。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三部分「最新修正刑事訴訟法條文彙編」頁461。】

（Ｄ）甲、乙對招搖擺闊深感厭惡，某日兩人侵入Ａ宅行竊，並打傷Ａ。若Ａ向警察稱：「只告甲侵入住宅。

」則警察犯罪調查範圍，應不包括：（Ａ）乙之侵入住宅行為（Ｂ）甲之竊盜行為（Ｃ）乙之竊盜行為

（Ｄ）甲之傷害行為。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291。】

（Ｂ）承上（第19）題，若Ａ自行蒐證上法院稱：「只告甲侵入住宅。」則法院審判範圍，包括：（Ａ）乙之

侵入住宅行為（Ｂ）甲之竊盜行為（Ｃ）乙之竊盜行為（Ｄ）甲之傷害行為。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219。】

貳、多重選擇題：

（ Ｃ ）甲警委請線民乙向慣竊丙低價購買特定某名車，甲於丙得手且乙、丙交車之際，當場查緝相關人

車。以下敘述，何者為真？（Ａ）甲該當教唆行為（Ｂ）乙該當教唆行為（Ｃ）丙成立竊盜罪

（Ｄ）甲依法令行為得阻卻違法（Ｅ）乙乃業務正當行為阻卻違法。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591。】

（ＡＢＥ）刑法有關「猥褻」行為之規定，以下敘述，何者為真？（Ａ）擁擠公車中，伸手入熟睡女子短裙

撫摸大腿，該當第224條猥褻行為（Ｂ）寫真女星舉辦簽名會，雜沓中無聊男子於其背後手淫射精

於其身，該當第224條猥褻行為（Ｃ）情不自禁男女於陸橋下停車場，袒裎相擁，該當第234條猥

褻行為（Ｄ）環保團體為引輿論關注，邀男女裸體彩繪，該當第234條猥褻行為（Ｅ）花前月下，

17歲高中生情竇初開，袒裎相擁，該當第227條之1猥褻行為。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567、573。】

（ＡＢＤ）有關妨害秘密之犯罪行為，以下敘述，何者為真？（Ａ）偵查人員查緝風化場所，好大喜功事先

通知媒體到場，致功敗垂成，該當刑法第132條妨害秘密（Ｂ）警察特考命題人員洩漏考題內容，

助考生上榜，該當刑法第137條之妨害秘密（Ｃ）躲藏女生溫泉區目視偷窺芙蓉出浴，該當刑法第

315條妨害秘密（Ｄ）拿有照相錄影功能手機拍攝女性裙底風光，該當刑法第315條之1妨害秘密

（Ｅ）社工人員因諮商輔導得知特定女性未婚懷孕，並於聚會中告知親友，該當刑法第316條之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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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秘密。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四篇「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頁395、399；第十六篇

「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581。】

（ Ｂ Ｅ ）以下案例事實，何者屬不成罪？（Ａ）誤拿未裝填子彈槍械，擊發射人（Ｂ）施用巫術，詛咒殺

人（Ｃ）借酒壯膽，狂飲泥醉，尋仇傷人（Ｄ）闖空門，但入內空無一物（Ｅ）男女口交後，施

用ＲＵ486墮胎。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六篇「未遂犯」頁147、148。】

（ Ｃ Ｄ ）以下案例事實，甲的行為可以該當中止未遂？（Ａ）甲意圖下毒殺人，因懷疑形跡敗露而將毒丟

棄（Ｂ）甲意圖強制性交，卻見被害人月事來，因免觸霉而罷手（Ｃ）甲意圖斷人腳筋而砍人，

隨即電召救護車，然被害人已由旁人送醫即時接回（Ｄ）甲與友人約定某日共同行竊，惟行前通

知被害人注意防竊，致功敗垂成（Ｅ）甲教唆乙暴力討債，乙見被害人可憐而放棄。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六篇「未遂犯」頁144〜146。】

（ＡＢＤＥ）考慮行為人是否應為其違法行為負責，應考慮事項為何？（Ａ）年齡（Ｂ）精神狀況（Ｃ）教育

程度（Ｄ）違法性認識（Ｅ）期待可能性。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四篇「行為之有責性」頁79〜89。】

（ Ｃ ）以下敘述，何者為真？（Ａ）通緝犯逃脫利害關係人逮捕，該當刑法第161條脫逃罪（Ｂ）警察疏

於管束的醉漢逃離看管，該當刑法163條過失縱放罪（Ｃ）黑幫老大教唆小弟頂替犯罪並不成罪

（Ｄ）依刑事訴訟法第196條之1到場證人，若為虛偽陳述，該當刑法第168條偽證罪（Ｅ）建商設

計市府官員喝花酒且偵查機關亦介入調查，該當刑法第171條誣告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四篇「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頁414〜415。】

（ＡＣＤＥ）以下敘述，何者為真？（Ａ）正當防衛不計侵害、防衛法益得失（Ｂ）正當防衛的對象可及於

無關之第三者（Ｃ）緊急避難需限於不得已之狀況（Ｄ）警察於攻堅行動中不得主張避難行為

（Ｅ）防衛或避難過當不能阻卻違法。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五篇「行為之違法性」頁117〜120。】

（ＡＣＥ）以下敘述，何者為真？（Ａ）夜間於統一超商行竊，該當刑法第320條竊盜罪（Ｂ）一人策劃、一

人把風、一人行竊，均該當刑法第321條竊盜罪（Ｃ）已離開竊盜場所而尚在他人追蹤中，實施強

暴，該當刑法第329條準強盜罪（Ｄ）律師未盡力幫被告蒐集有力證據辯護，該當刑法第342條背

信罪（Ｅ）犯罪集團偷車後，告知車主若不付錢將毀車，該當刑法第346條恐嚇罪。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十六篇「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頁591、603、623

。】

（ＡＢＤＥ）以下何者屬行為犯？（Ａ）刑法第168條偽證罪（Ｂ）刑法第302條私行拘禁罪（Ｃ）刑法第210條

偽造私文書罪（Ｄ）刑法第349條贓物罪（Ｅ）刑法第358條妨害電腦使用。

【註：參PE028《新編刑法測驗精粹》，第三篇「犯罪論」頁44。】

（ 全 ）犯罪嫌疑人接受偵訊要求選任辯護人時，警察應如何應對？（Ａ）偵訊人員應先停止偵訊（Ｂ）

等候辯護人時間不計入移送法院時限（Ｃ）辯護人得於偵訊過程在場（Ｄ）辯護人於偵訊過程得

建議犯罪嫌疑人保持緘默（Ｅ）在場辯護人於偵訊結束後，可與犯罪嫌疑人同看筆錄，並應簽

名。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

70。】

（ＡＢＣＤ）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聲請羈押犯罪嫌疑人，包括要件為何？（Ａ）犯罪嫌疑重大（Ｂ）逃亡滅證

之事由（Ｃ）經逮捕之犯罪嫌疑人（Ｄ）法官訊問（Ｅ）案情重大。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

125、128。】

（ Ａ Ｃ ）甲、乙二人通姦，經配偶Ａ提告。以下敘述，何者為真？（Ａ）Ａ向偵查機關對甲提出告訴，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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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範圍包括甲、乙（Ｂ）檢察官偵查終結，對甲起訴，審理範圍包括甲、乙（Ｃ）Ａ不能對自己

配偶提起自訴（Ｄ）Ａ不能自訴與配偶相姦之人（Ｅ）Ａ對配偶撤回告訴，其效力及於相姦人。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

85、262。】

（ＡＢＤ）以下何者屬偵查機關獲知犯罪情事，開始實施犯罪偵查的事由？（Ａ）臨檢盤查（Ｂ）現行犯逮

捕（Ｃ）勘驗（Ｄ）司法相驗（Ｅ）傳喚犯嫌。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

213、214。】

（ＡＢＣＤ）警察據報得知某ＫＴＶ有人使用毒品助興，經前往查緝，果發現Ａ等所在包廂有類似Ｋ他命粉

末。然警察百般勸說，Ａ等均不願配合協助調查。試問警察為確認Ａ等有無吸食毒品，強制取得

「血液」之相關法律依據為何？（Ａ）刑事訴訟法第204條鑑定之必要處分（Ｂ）刑事訴訟法第

204條之3第2項準用勘驗處分（Ｃ）刑事訴訟法第219條準用搜索程序（Ｄ）刑事訴訟法第132條強

制力之使用（Ｅ）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2採證行為。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

179、180。】

（ＡＢＣＥ）司法警察實施偵訊過程有以下何種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2規定，原則上取得之自白無證

據能力？（Ａ）法定障礙事由時間內仍進行偵訊（Ｂ）違背夜間禁止訊問之規定（Ｃ）通知到場

關係人未實施權利告知（Ｄ）通知到場犯罪嫌疑人未告知緘默權（Ｅ）逮捕到場犯罪嫌疑人未告

知委任辯護人權利。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

169。】

（ＢＣＤＥ）警察查獲Ａ、Ｂ兩人共同參與擄人勒贖，偵查過程中，Ａ承認犯行，Ｂ則矢口否認。審判過程

中，Ａ之供述內容如何用作事實認定？（Ａ）應先將Ａ、Ｂ之審判程序分離，Ａ之供述方可作為

證據（Ｂ）認定Ａ之犯罪事實，該項供述須出於任意性，方有證據能力（Ｃ）認定Ｂ之犯罪事

實，該項供述須經Ｂ反對詰問，方有證據能力（Ｄ）審判過程中，Ｂ實施反對詰問，Ａ可以主張

不自證己罪，拒絕證言（Ｅ）對於Ａ、Ｂ之犯罪事實，該項供述均需補強證據。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

157〜161。】

（ＢＣＤＥ）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31號解釋，有關監聽法制之敘述，何者為真？（Ａ）監聽應有法律明確

規範即為已足（Ｂ）首次對於蒐證保全提出令狀主義（Ｃ）監聽乃侵害隱私權之強制處分（Ｄ）

獨立、客觀審判機關事前審查之必要方法（Ｅ）監聽對象不得主張緘默、委任律師。

【註：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31號。】

（ Ａ Ｅ ）有關傳聞法則，以下敘述，何者為真？（Ａ）傳聞法則保障供述真實性（Ｂ）傳聞法則保障供述

任意性（Ｃ）刑事訴訟法159條之2乃「案重初供」的體現（Ｄ）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適用偵訊

筆錄（Ｅ）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乃當事人進行主義的配套措施。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

163〜164。】

（ＡＢＣＤ）我國現行刑事訴訟程序規定之證人義務，包括：（Ａ）到場義務（Ｂ）陳述義務（Ｃ）具結義務

（Ｄ）真實義務（Ｅ）守密義務。

【註：參PE027《新編刑事訴訟法測驗精粹》，第二部分「刑事訴訟法重點整理暨測驗練習」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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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偵查學」解題

壹、單一選擇題：

（Ｄ）俗稱三號仔、四號仔係哪一種毒品？（Ａ）古柯鹼（Ｂ）鴉片（Ｃ）大麻（Ｄ）海洛因。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70。】

（Ｂ）少年事件處理法之處理對象係屬何階段年齡之少年？（Ａ）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六歲（Ｂ）十二歲以上未

滿十八歲（Ｃ）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Ｄ）十四歲以上未滿二十歲。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39。】

（Ｄ）下列哪個警察單位辦理刑案後，以刑案報告書移送檢察署？（Ａ）台北市中山警察分局（Ｂ）嘉義縣警

察局（Ｃ）高雄市前鎮警察分局（Ｄ）高雄縣鳳山警察分局。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33、134。】

（Ｄ）發生與結果跨越兩分局以上，狀況不明之重大刑案現場，應以何人為承辦指揮官？（Ａ）發生地之局長

（Ｂ）結果地之分局長（Ｃ）受理報案在先之分局長（Ｄ）報請共同上級指派。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9、10。】

（Ｂ）槍擊案件，若被害人遭彈頭射入，卻未見射出口，一般稱此傷痕為：（Ａ）射入槍洞（Ｂ）盲管槍創（

Ｃ）橫貫槍創（Ｄ）橋狀槍創。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四部分「犯罪偵查歷屆試題彙編」，頁748。】

（Ｃ）利用電腦在程式設計時或在程式啟用後插入編碼，使電腦運轉至某種程度，有害之程式從潛伏狀態現出

，以遂行不法目的，此種犯罪手法稱為：（Ａ）邏輯炸彈法（Ｂ）軟體後門入侵法（Ｃ）特洛伊木馬法

（Ｄ）網路蠕蟲法。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50。】

（Ｂ）內政部開闢的「113」電話專線，係適用何種對象？（Ａ）受詐騙的被害人（Ｂ）受家暴的婦女及被虐

兒童（Ｃ）受綁票勒贖的家屬（Ｄ）受恐怖組織威脅的被害人。

（Ａ）使用相機時用來控制曝光的三大要素為：（Ａ）光圈、快門、ISO感光度（Ｂ）光圈、快門、攝距（Ｃ

）光圈、快門、觀景器（Ｄ）光圈、快門、景深。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二部分，頁433。】

（Ａ）下列何者為測謊技術中所常採用的方法？區域比對法、修正一般問題法、緊張高點法、情緒控

制法：（Ａ）（Ｂ）（Ｃ）（Ｄ）。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二部分，頁289。】

（Ｂ）司法警察人員逮捕到之通緝犯應解送何處？（Ａ）緝獲地之法院或檢察署（Ｂ）通緝書上記載之處所（

Ｃ）通緝犯戶籍所在地之法院或檢察署（Ｄ）犯罪行為地之法院或檢察署。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23。】

（Ｂ）為保全跡證及執行圍捕時，常設多層封鎖警戒線，對於嫌犯或被害人親友應限制於：（Ａ）勘察封鎖線

區（Ｂ）警戒封鎖線區（Ｃ）交通封鎖線區（Ｄ）交通封鎖線外。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213。】

（Ｃ）毒品在大盤級以上交易時，採毒品進、銷分道均有專人負責並採單線聯絡，有獨立的聯絡人負責仲掮，

此種專人，在此毒品交易活動上稱為：（Ａ）人頭（Ｂ）交通（Ｃ）信差（Ｄ）運匠。

（Ｃ）土耳其東部，經伊朗、阿富汗到巴基斯坦一帶盛產鴉片和海洛因，該產毒區稱：（Ａ）金三角（Ｂ）銀

三角（Ｃ）金新月（Ｄ）貝卡谷地。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四部分「犯罪偵查歷屆試題彙編」，頁806。】

（Ｄ）刑案現場之編組，負責訪問、搜查並記錄工作，係為下列何組？（Ａ）勘察組（Ｂ）警戒組（Ｃ）場務

組（Ｄ）調查組。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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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在偵查實務上，有關逮捕嫌犯後檢、警共用二十四小時的分配規定為何？（Ａ）檢察官六小時，警察機

關十八小時（Ｂ）檢察官八小時，警察機關十六小時（Ｃ）檢察官十六小時，警察機關八小時（Ｄ）檢

、警各十二小時。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二部分，頁525。】

（Ｄ）偵辦電腦犯罪案件，涉及系統入侵、網路洗錢等重大案件者，得會同刑事警察局哪一單位協助偵辦：（

Ａ）偵六隊（Ｂ）偵七隊（Ｃ）偵八隊（Ｄ）偵九隊。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53。】

（Ｃ）知悉兒童及少年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者，應通知何單位列管？（Ａ）全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中

心（Ｂ）直轄市、縣（市）警察局（Ｃ）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科）（Ｄ）直轄市、縣（市）

政府性侵害防治中心。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四部分「犯罪偵查歷屆試題彙編」，頁790。】

（Ｄ）命案現場之血衣，俟血跡自然風乾後，應以何種證物袋送驗？（Ａ）合成纖維袋（Ｂ）玻璃紙袋（Ｃ）

塑膠袋（Ｄ）紙袋。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二部分，頁328。】

（Ｃ）一般所稱的糙紋係指：（Ａ）手指第一節的粗糙部分（Ｂ）掌紋及腕紋的合稱（Ｃ）掌紋及足底紋的合

稱（Ｄ）身體上所有紋路之泛稱。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三部分，頁661。】

（Ｃ）透過刑案現場勘察取得之跡證與相關情況資料，藉以整合分析、研判犯罪發生之過程與行為，稱之：（

Ａ）心理剖繪（Ｂ）犯罪徵候（Ｃ）現場重建（Ｄ）犯罪模式。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四部分「犯罪偵查歷屆試題彙編」，頁819。】

貳、多重選擇題：

（ＡＣＥ）拍照時，若使用偏光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有減光效果（Ｂ）可消除金屬表面反光

（Ｃ）物體角度會影響偏光效果（Ｄ）拍攝距離會影響偏光效果（Ｅ）依偏光係數增加曝光時

間，俾取得適當光量。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二部分，頁427、428。】

（ＡＢＣＤ）有關組織犯罪的構成條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組織內部之指揮層級系統係屬共犯間意思

聯絡（Ｂ）對於犯罪目的之平行分工關係，屬固定工作領取薪資之民法僱佣關係（Ｃ）以犯罪為

宗旨應限於形式上白紙黑字之幫規、章程，不以實質上從事犯罪活動為主（Ｄ）組織成員所從事

之各項犯罪活動中，係單一個別之犯罪（Ｅ）以眾擊寡、集合多數人壓迫少數人，必須三人以上

共同從事犯罪之事實。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三部分，頁643〜645。】

（ＢＣＤＥ）有關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揮中心的職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重大刑案現場勘察事項

（Ｂ）重大刑案通報及管制事項（Ｃ）破案線索聯絡查證事項（Ｄ）全面緝犯及查贓之聯絡指揮

（Ｅ）秘密證人聯絡查證事項。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四部分「犯罪偵查歷屆試題彙編」，頁836。】

（ Ｃ Ｄ ）檢察官於偵查中進行訊問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訊問證人時，證人得拒絕證言（Ｂ）證

人受訊問時，辯護人無在場之權利（Ｃ）不得在檢察署以外之處所實施訊問（Ｄ）若須夜間訊

問，應經被告之同意（Ｅ）被害人接受訊問時，得要求具結。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07〜109。】

（ＡＢＣＤ）有關典型之縊死現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繩索懸掛左右平均且足尖著地（Ｂ）作用於繩

索之力量為體重的一部分（Ｃ）繩索懸掛左右平均而呈蹲跪姿勢（Ｄ）屍斑出現在額頭及顏面

（Ｅ）索溝呈U或V字狀態。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二部分，頁449。】

（ Ａ Ｂ ）有關軍人與非軍人身分之案件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軍人屬司法機關追訴審判之案



28

件，應移送該管檢察官處理（Ｂ）犯罪事實之一部由軍法機關追訴處罰者，全部移送軍法機關追

訴、審判（Ｃ）無論案件性質，均移送軍法機關辦理（Ｄ）軍事犯在執行中犯脫逃罪，查獲時應

移送軍法機關審判（Ｅ）士兵經通緝，已依兵役法停役及喪失現役軍人身分者，若查獲之犯罪行

為係於服役中已被發覺，因逃亡而發布通緝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追訴審判。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38。】

（ＣＤＥ）犯罪現象中，有所謂簽名特徵（Signature），則其特性為：（Ａ）所討論的對象為犯罪集團

（Ｂ）其成因純為生理上的特質（Ｃ）簽名特徵具有強迫的性質（Ｄ）在整個犯罪過程中可能是

多餘的（Ｅ）犯罪人的簽名特徵固定而不會改變。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四部分「犯罪偵查歷屆試題彙編」，頁786。】

（ Ｂ Ｅ ）關於測謊的實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受測者之心理異常不會影響測謊之準確度（Ｂ）受

測者之生理異常會影響測謊之準確度（Ｃ）施測環境不會影響測謊準確度（Ｄ）施測時無須作測

前晤談（Ｅ）測謊儀係多項生理紀錄儀。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三部分，頁647〜648。】

（ Ｄ ）偵查電腦犯罪，於執行搜索時，應注意事項為何？（Ａ）查扣電腦只要硬碟內容即可，主機、鍵

盤、螢幕則不需要（Ｂ）由受搜索人親自操作電腦，以利瞭解電腦使用情形（Ｃ）必要時，安裝

適當程式至受搜索人電腦，方便瞭解內容（Ｄ）電腦案之證據當場列印，請受搜索人簽名捺印

（Ｅ）磁碟片、光碟片應置於強光、高溫及灰塵場所。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58、159。】

（ＡＣＤ）有關犯罪偵查應遵守的規定為何？（Ａ）偵查刑案應遵守偵查不公開之規定（Ｂ）實施偵查應具

先入為主的主觀判斷，掌握機先，發揮功能（Ｃ）必須公正無私、崇法務實、執行任務（Ｄ）細

心勘察、切實調查、發掘線索、合法取證（Ｅ）與轄區內之辦案同仁竭誠合作，不受功、不諉

過，與他轄無須密切聯繫，以免洩漏破案契機。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5、6。】

（ＢＣＤ）在命案偵查上，下列哪些現象可判斷死亡時間？（Ａ）屍體肢解程度（Ｂ）屍體上有蛆蟲（Ｃ）

屍體眼球角膜之乾燥狀態（Ｄ）屍體橫躺於草叢上（Ｅ）死亡的悲慘狀態。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二部分，頁442、443。】

（ＡＢＣＥ）有關刑案現場攝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室內現場攝影應由外而內依序拍攝（Ｂ）現場未

經拍照，切忌移動任何物品（Ｃ）拍攝細微跡證為求較長景深，光圈值要調大（Ｄ）物證攝影應

先照近景，再照中景及全景（Ｅ）拍攝時相機要保持平直。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二部分，頁435、436。】

（ Ｃ Ｅ ）通緝犯於情急下竄進外國駐華大使館館舍內，警察機關的處置方法為何？（Ａ）報請外交部同

意，方可入內搜捕（Ｂ）追捕通緝犯可直接入內搜捕（Ｃ）非經大使館館長同意，不得入內搜捕

（Ｄ）經檢察官授予搜索票後，得入內搜捕（Ｅ）館舍之當事人同意後，亦得進入。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66、167。】

（ Ａ Ｄ ）下列何者為民眾向警察報案的專線？（Ａ）110（Ｂ）112（Ｃ）119（Ｄ）165（Ｅ）168。

（ Ｃ Ｅ ）有關辯護人在司法警察機關之敘述，何者正確？（Ａ）詢問及執行搜索時在場（Ｂ）詢問時在

場，並得檢閱卷宗（Ｃ）詢問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Ｄ）詢問時在場，並得要求辯論（Ｅ）接

見犯罪嫌疑人，並要求保持緘默。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26、127。】

（ＡＢＣＥ）有關作案手法（Ｍ.Ｏ.）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所討論的對象為特定的犯罪個體

（Ｂ）具有重覆性高的性質（Ｃ）具有學習改進的性質（Ｄ）僅限於系列殺人與性侵害的案件

（Ｅ）犯罪模式的範圍較作案手法大。

（ Ａ Ｄ ）下列何者為夜間亦得入內搜索之處所？（Ａ）常用為賭博之行為者（Ｂ）假釋人父母之住居所

（Ｃ）飲食店非在公開時間內者（Ｄ）常用為妨害風化之行為者（Ｅ）少年犯其朋友之住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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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三部分，頁603〜604。】

（ＢＣＤ）何類車輛或車牌遺失應於四小時內報由刑事警察局建檔？（Ａ）進口車輛（Ｂ）未領牌照之新車

（Ｃ）拖車車架（Ｄ）拖車牌（Ｅ）重型機車。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274。】

（ＢＣＤ）關於死之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達高齡者無特別疾病，其機能及物質代謝不得不停

止，稱為心理死（Ｂ）身體並無疾病，因其他方法或手段等致死者，稱為異常死（Ｃ）身體雖有

疾病，但未達致死程度，因其他方法或手段等致死且知有犯罪嫌疑人存在時，稱為變死（Ｄ）以

心臟、肺臟、腦之機能永久的停止，這三種臟器死可認為人之個體死（Ｅ）生殖腺之死滅或缺如

等，隨即造成死亡。

（ＡＢＣ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情報之處理，應依登記、研判、分析、運用等程序為之（Ｂ）民眾向

警察機關檢舉犯罪，提供線索時，不能使用化名、代號或暗語為聯絡方式（Ｃ）交付諮詢對象任

務，應謹慎保密、講求方法，使其直接參與辦案行動（Ｄ）情報內容有運用價值，但所報未詳盡

者，可不由原報人繼續深入調查而另交其他人員深入調查（Ｅ）凡經遴選諮詢工作、請求合作之

對象，應依規定列冊備查，並給予證明文件。

【註：參PE040《犯罪偵查大全》，第一部分「犯罪偵查重點整理」，頁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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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97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刑事鑑識概論」解題

壹、單一選擇題：

（Ｄ）有關纖維鑑定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Ａ）動物纖維主要成份為蛋白質，羊毛纖維表面覆有鱗片狀

（Ｂ）植物纖維主要成份是纖維素，棉纖維為扁平絲帶狀而有撚回（Ｃ）達克龍（Dacron）是對–苯二

甲酸甲酯和乙二醇的縮合反應，為一種合成纖維（Ｄ）利用雙折射差（birefringence）可以鑑定出所

有纖維之類別。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八章「微量證物—毛髮、纖維、油漆、玻璃和土壤

」，頁345〜346。】

（Ａ）有關槍枝來復線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Ａ）右旋是從槍管一端由槍管內往另一端望去，來復線呈

逆時針方向旋去者（Ｂ）一條來復線係指一條陰線加一條陽線（Ｃ）來復線每旋轉一圈所經之長度稱為

纏距（Ｄ）彈頭上之來復線紋痕特徵來自來復線、坡膛部和槍口弧形。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五章「槍擊證物與工具痕跡」，頁203〜208。】

（Ｃ）在公制單位常用的字首「ｆ」表示和基本單位的關係為何？（Ａ）10－6（Ｂ）10－9（Ｃ）10－15（Ｄ）10

－18。

（Ｄ）在哪一個溫度下，攝氏溫度與華氏溫度一樣？（Ａ）零度（Ｂ）零下20度（Ｃ）零下30度（Ｄ）零下40

度。

（Ｄ）關於下列右手指紋之敘述，何者不正確？（Ａ）有二枚帳形紋（Ｂ）有一枚雜 形紋（Ｃ）有一枚囊形紋

（Ｄ）有一枚正箕形紋。

右拇 右食 右中 右環 右小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六章「指紋證物及其他個人鑑識」，頁274〜276。

】

（Ａ）承上（第）題之右手指紋，若使用改良式亨利式指紋分析法，其初步分析之編號為何？（Ａ）10（Ｂ

）9（Ｃ）8（Ｄ）7。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六章「指紋證物及其他個人鑑識」，頁278。】

（Ｄ）關於下列藥物之結構式及命名，有幾項正確？（Ａ）1（Ｂ）2（Ｃ）3（Ｄ）4。

Heroin THC FM2 Cocaine
（Ｃ）檢驗飲料中甲醇含量，檢驗過程中先將甲醇的酸性溶液以高錳酸鉀氧化成甲醛，其反應方程式為：CH

3
OH

＋MnO
4
－＋H＋→HCHO＋Mn2＋＋H

2
O，此反應方程式平衡之係數和為何？（Ａ）6（Ｂ）15（Ｃ）28（Ｄ）30

。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十章「毒物」，頁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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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有關鈔票及有價證券的鑑定，下列何者不正確？（Ａ）鈔票及有價證券均採用特殊紙張，以適應多種版

面之印刷（Ｂ）鈔票及有價證券均採用特殊油墨，使其具備具有抗化學藥劑能力（Ｃ）鈔票及有價證券

均可以利用水印，以增強防偽能力（Ｄ）鈔票及有價證券均可以利用紅外線及紫外線照射，進行鑑定比

對。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七章「文書證物」，頁321。】

（Ｃ）下列何者最適用於玻璃之消化（digestion）？（Ａ）王水（Ｂ）濃硫酸（Ｃ）氫氟酸+鹽酸（Ｄ）濃硝

酸。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八章「微量證物—毛髮、纖維、油漆、玻璃和土壤

」，頁348〜350。】

（Ｂ）物質在空氣中燃燒的描述中，所謂燃燒四面體與燃燒三角形的差異為何者？（Ａ）燃料（Ｂ）自由基（

Ｃ）氧氣（Ｄ）熱。

（Ｂ）下列關於DNA或RNA其鹼基之配對方式的敘述，何者不正確？（Ａ）G與C配對（Ｂ）T與G配對（Ｃ）A與U

配對（Ｄ）A與T配對。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四章「液體證物」，頁158。】

（Ｃ）若爸爸的血型為B型，媽媽的血型為A型，且兩人已經生下一個A型女孩和一個B型男孩，則下列推論，何

者錯誤？（Ａ）爸爸的基因型為BO（Ｂ）媽媽的基因型為AO（Ｃ）生下第三個為女孩且血型為A型的機

率為1/4（Ｄ）生下第三個小孩血型為AB型的機率為1/4。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十一章「血液酒精含量、縱火物及親生子鑑析」，

頁442〜444。】

（Ｄ）下列關於人類毛髮的敘述，何者不正確？（Ａ）髓質型態包含間斷條狀形（Ｂ）表皮鱗片型態屬於波浪

形（Ｃ）生長週期一般為3–6年（Ｄ）髓質係數（medulla index）約為0.6。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八章「微量證物—毛髮、纖維、油漆、玻璃和土壤

」，頁342〜345。】

（Ｂ）下列何種試驗與精液斑的鑑定無關？（Ａ）P30試驗（Ｂ）Teichmann結晶試驗（Ｃ）酸性磷酸酵素試驗

（Ｄ）鋅檢測試驗。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四章「液體證物」，頁157〜158。】

（Ｃ）下列關於粒線體DNA的敘述，何者不正確？（Ａ）其構造為環狀雙股螺旋DNA（Ｂ）其序列的分析可應用

於物種之種屬鑑定（Ｃ）其序列的分析可應用於父系親緣的鑑定（Ｄ）一個動物細胞中含有許多粒線體

。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十一章「血液酒精含量、縱火物及親生子鑑析」，

頁444。】

（Ｄ）常見感光片感光速度之表示為ISO100/210 ，即A.S.A.100相當於D.I.N.210之意，若A.S.A.400，則相當

於D.I.N.多少？（Ａ） 420（Ｂ）840（Ｃ）240（Ｄ）270。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十二章「刑事攝影學」，頁480。】

（Ｄ）有關中樞神經抑制劑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Ａ）西可巴比妥（secobarbital）即是俗稱的紅中（

Ｂ）異戊巴比妥（amobarbital）即是俗稱的青發（Ｃ）GHB俗稱Liquid Ecstasy，屬於中樞神經抑制劑

（Ｄ）白板即是指Triazolam。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九章「濫用藥物」，頁376、377。】

（Ｂ）寧海德林（ninhydrin）主要與潛伏指紋中哪一種成份反應，而達到顯現指紋之目的？（Ａ）尿素（Ｂ

）氨基酸（Ｃ）脂肪（Ｄ）維生素。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六章「指紋證物及其他個人鑑識」，頁269。】

（Ａ）關於土壤鑑定，下列何者不正確？（Ａ）可以利用任意兩種互溶之液體，以不同比例混合，進行土壤密

度梯度檢測（Ｂ）可以利用底部為金屬絲網的篩子進行土壤顆粒分佈情形比對（Ｃ）由於土壤的複雜性

，理想的土壤試樣必須包括可疑試樣、已知試樣、知控試樣及託辭試樣（Ｄ）觀察土壤顏色變化，通常

必須在高溫下乾燥一段時間後，才能進行觀察。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八章「微量證物—毛髮、纖維、油漆、玻璃和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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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351。】

貳、多重選擇題：

（ 全 ）槍彈射擊後，在彈殼上所留下之痕跡，何者兼具分類及個化價值？（Ａ）彈底紋（Ｂ）撞針痕

（Ｃ）彈室痕（Ｄ）彈匣痕（Ｅ）抓子痕。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五章「槍擊證物與工具痕跡」，頁208。】

（ＡＣＤＥ）下列哪些爆炸物屬於硝基化合物？（Ａ）苦味酸（picric acid）（Ｂ）硝酸銨（ammonium 

nitrate）（Ｃ）黃色炸藥（TNT）（Ｄ）特出兒（tetryl）（Ｅ）史蒂芬酸（styphnic 

acid）。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五章「槍擊證物與工具痕跡」，頁247、

253。】

（ Ｂ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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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cky-side powder（Ｃ）Silver nitrate（Ｄ）Ninhydrin（Ｅ）Rhodamine 6G。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六章「指紋證物及其他個人鑑識」，頁268〜

272。】

（ＢＣＥ）下列何者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所稱之第二級毒品？（Ａ）丁基原啡因（Buprenorphine）

（Ｂ）美沙冬（Methadone）（Ｃ）GHB（Ｄ）愷他命（Ketamine）（Ｅ）甲基安非他命

（Methamphetamine）。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九章「濫用藥物」，頁381〜388。】

（ＡＢＤＥ）關於近距離攝影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俗稱為特寫攝影（Ｂ）可利用縮短物距方法達到

目的（Ｃ）影像放大倍率為物距除以物距與焦距之差（Ｄ）可以使用半伸鏡頭（Ｅ）可以使用中

間環。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十二章「刑事攝影學」，頁467。】

（ＡＣＥ）有關傳統攝影與數位攝影的比較，下列何者適當？（Ａ）傳統式照相機感光度視感光片而定，數

位照相機可設定不同的感光度（Ｂ）傳統式照相機用感光片記錄影像，數位照相機用感光元件儲

存影像（Ｃ）傳統式照相機的儲存為類比式訊號，數位照相機的儲存為數位式訊號（Ｄ）對於曝

光時間長達數小時的夜景，傳統式照相機和數位照相機都可勝任（Ｅ）傳統式照相機拍攝出影像

的解析度優於數位照相機。

（ 全 ）下列哪些方法可用於金屬物質被磨滅字跡之重現？（Ａ）電解法（Ｂ）化學腐蝕法（Ｃ）超音波

氣穴蝕刻法（Ｄ）磁粒法（Ｅ）熱處理法。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五章「槍擊證物與工具痕跡」，頁219。】

（ＢＣＤＥ）有關文書鑑定問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測定墨水年份的化學試驗中，最常使用的是氧

化物移動法，該法主要是根據字跡中氧化物之移動距離與時間成線性關係（Ｂ）鐵鞣酸顏色的改

變也可用來估計墨水的年份（Ｃ）利用靜電壓痕偵測儀（ESDA）可以顯現壓痕上之字跡（Ｄ）從

影印的紙張上可發現從影印機本身所留下的特殊痕跡進行類特徵及個化特徵比對（Ｅ）可以利用

熱解氣相層析儀或熱解氣相層析質譜儀比對影印機碳粉之類特徵。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七章「文書證物」，頁319〜321。】

（ＢＣＥ）下列關於呈色試驗之敘述，何者正確？（Ａ）格里斯試驗（Griess test）對亞硝酸根反應後，呈

現藍色（Ｂ）華克試驗（Walker's test）對亞硝酸根反應後，呈現橙紅色（Ｃ）Marquis試劑與

嗎啡反應後，呈現紫色（Ｄ）Marquis試劑與安非他命作用生成綠色，又速變成棕色（Ｅ）海洛因

與濃硝酸溶液作用呈黃色，再慢慢變成淡綠色。

（ＡＢＤ）下列關於微結晶試驗之敘述，何者正確？（Ａ）微結晶試驗對藥物檢驗之可靠性高，在顯微鏡下

觀察試劑與藥物反應後之結晶，由結晶形狀可判斷藥物種類（Ｂ）鎘碘化鉀試劑與嗎啡生成細

針狀結晶（Ｃ）碘-碘化鉀試劑與嗎啡生成綠色沈澱，在沈澱枝端逐漸生成綠色發亮之針狀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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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氯化鉑試劑與海洛因生成針狀結晶（Ｅ）碘-碘化鉀試劑與巴比妥不會有結晶生成。 

（ＢＣＤＥ）關於縱火劑殘跡前處理回收方式之敘述，何者正確？（Ａ）直接頂空法（direct headspace）適

用於所有縱火劑殘跡前處理，且方便快速（Ｂ）蒸汽蒸餾法（steam distillation）操作過程較

繁瑣費時（Ｃ）溶劑萃取法（solvent extraction）適用低揮發度物質、回收率高，但不具選擇

性，干擾物會一併被萃取出來（Ｄ）超臨界點流體萃取法（supercritical fluid extraction）

也可以用來萃取縱火劑殘跡（Ｅ）固相微萃取法（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主要優點是

裝置簡單、容易攜帶、無須使用有機溶劑。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十一章「血液酒精含量、縱火物及親生子鑑

析」，頁437、438。】

（ Ｂ Ｄ ）鑑識人員於刑案現場中採集到一根毛髮，由目前的鑑識科技尚無法有效鑑定的項目有下列哪些？

（Ａ）進行父系親緣的鑑定（Ｂ）脫落者的年紀（Ｃ）毛髮中所含藥物的成份分析（Ｄ）此根毛

髮的脫落時間（Ｅ）進行母系親緣的鑑定。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八章「微量證物—毛髮、纖維、油漆、玻璃和

土壤」，頁342〜344。】

（ＡＣＥ）下列關於ABO血型系統中之孟買型的敘述，何者正確？（Ａ）其血清中可能含有H抗體（Ｂ）此型

的血球會與抗H血清產生血球凝集反應（Ｃ）其H基因有缺陷（Ｄ）其紅血球表面具有H抗原（Ｅ）

其血清中可能含有A抗體及B抗體。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四章「液體證物」，頁156。】

（ Ｂ Ｃ ）下列關於血斑之催化試驗的敘述，何者正確？（Ａ）是一種免疫分析法（Ｂ）檢測血紅素存在與

否的反應（Ｃ）屬於氧化還原反應（Ｄ）聯苯胺試驗之陽性反應為粉紅色（Ｅ）Takayama 結晶試

驗為其中的一種分析方法。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二部分「刑事鑑識問答題庫」，頁592。】

（ＡＢＣ）下列關於以吸收解離法（adsorption-elution method）進行ABO血型檢測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Ａ）通常應用於新鮮血液之ABO血型檢測（Ｂ）主要為檢測血清中其抗體的類型（Ｃ）抗體及抗

原應於37℃下反應或吸收（Ｄ）未被吸收的抗體應以4℃的生理食鹽水洗除（Ｅ）抗體及抗原應於

56℃下進行解離。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四章「液體證物」，頁155。】

（ ＃ ）下列哪些物證之鑑定可達到個化之目標？（Ａ）指紋鑑定（Ｂ）毛髮表皮形態及髓質形態鑑定

（Ｃ）工具痕跡之比對鑑定（Ｄ）毒品成份鑑定（Ｅ）DNA鑑定。

【註：本題答題（ＡＣ）或（ＡＣＥ）均可。】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三章「物證（證物）與現場處理」，頁46〜

49。】

（ＢＣＤ）下列關於呼氣與血液中酒精檢測之敘述，何者正確？ （Ａ）利用酒精燃料電池檢測呼氣中酒精在

鉑黑上氧化生成醋酸會產生2個電子的轉移（Ｂ）利用紅外線酒精測定儀，若僅採用波長3.39µ的

吸收峰，則可能會受到丙酮的干擾（Ｃ）利用生化的方法定量酒精濃度，主要是基於氧化還原之

原理（Ｄ）酒精大部分在肝臟代謝成乙醛及乙酸，最後的產物是二氧化碳和水（Ｅ）呼氣酒精檢

測基於其便利性，因此在酒後隨時可以進行檢測。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十一章「血液酒精含量、縱火物及親生子鑑

析」，頁435〜437。】

（ＡＢＣ）在指紋攝影中，有哪些設備或方法可以增加指紋與背景之反差效果？（Ａ）濾色鏡（Ｂ）光源

（Ｃ）軟片（Ｄ）三角架（Ｅ）縮小光圈。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十二章「刑事攝影學」，頁473〜476。】

（ 全 ）刑案現場常見的暫時性跡證，包括下列哪些？（Ａ）氣味（Ｂ）溫度（Ｃ）顏色（Ｄ）煙霧

（Ｅ）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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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三章「物證（證物）與現場處理」，頁44。】

（ＡＣＤ）下列何者為吸食純的海洛因後可能之代謝物？（Ａ）嗎啡（Ｂ）可待因（Ｃ）6–乙醯嗎啡（Ｄ）

正嗎啡（Ｅ）正可待因。

【註：參PE029《新編刑事鑑識大全》，第一部分第九章「濫用藥物」，頁3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