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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九十八年警佐班第二十九期（第一、三類）入學考試試題

「國文」試題

壹、作文題

題目：心安與平安

貳、公文題

一、何謂「便簽」？何謂「角簽」？兩者應如何使用？

二、試為花蓮縣警察局業務單位擬：籲請各單位同仁加強防颱措施之「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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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九十八年警佐班第二十九期（第一、三類）入學考試試題

「憲法」題解

壹、單一選擇題

（Ａ）依憲法增修條文，總統對下列官員之任免權，何者不須經立法院之同意？（Ａ）行政院院長（Ｂ

）司法院院長（Ｃ）監察院院長（Ｄ）考試院院長。

（Ｂ）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所訂定之法律，為下列何者？（Ａ）入出國及移民法（Ｂ）台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Ｃ）香港澳門關係條例（Ｄ）國籍法。

（Ｃ）依憲法增修條文，有權宣布解散立法院者為何？（Ａ）行政院院長（Ｂ）立法院院長（Ｃ）總統

（Ｄ）司法院院長。

（Ｄ）彈劾總統、副總統之程序為何？（Ａ）由立法院直接審理並決定之（Ｂ）由立法院提出，送監察

院決定之（Ｃ）由立法院提出，送最高法院裁定之（Ｄ）由立法院提出，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經憲法法庭判決之。

（Ｃ）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非現行犯的立法委員自何時起享有不被逮捕權？（Ａ）立法委員當選後（

Ｂ）立法委員任期中（Ｃ）立法院會期中（Ｄ）立法院休會期間。

（Ｃ）我國現行規範省、縣制度之立法為何？（Ａ）省縣自治通則（Ｂ）省縣自治法（Ｃ）地方制度法

（Ｄ）直轄市自治條例。

（Ｃ）釋字第六四四號解釋稱，人民團體法第二條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不得主張共產主義

，或主張分裂國土。」係主管機關就人民政治上言論內容為審查，並作為不予許可設立人民團體

之理由，「顯已逾越必要之程度，與憲法保障人民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不符」，此為何種

憲法原則？（Ａ）法律保留原則（Ｂ）信賴保護原則（Ｃ）比例原則（Ｄ）授權明確性原則。

（Ｂ）下列何者之法制事項，係憲法增修條文中所規定考試院之職責?（Ａ）考試（Ｂ）考績（Ｃ）退

休（Ｄ）保障。

（Ｄ）依現行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受法官終身職待遇之保障？（Ａ）法官（Ｂ）檢察官（Ｃ）最高行政

法院院長（Ｄ）法務部長。

（Ａ）下列何者不是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者？（Ａ）縣議會議長（Ｂ）省主席（Ｃ）省政府委員（

Ｄ）省諮議會議員。

（Ａ）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之任期與下列何者相同？（Ａ）立法委員（Ｂ）考試委員（Ｃ）監察

委員（Ｄ）司法院大法官。

（Ｄ）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得參與政黨比例代表當選分配額之政黨，須達到多少比例的政黨選舉票？

（Ａ）百分之二（Ｂ）百分之三（Ｃ）百分之四（Ｄ）百分之五。

（Ｂ）下列何者非屬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覆議案之職權？（Ａ）法律案（Ｂ）媾和案（Ｃ）預算案（Ｄ

）條約案。

（Ｃ）大法官會議三次宣告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法律，為下列何者？（Ａ）違警罰法（Ｂ）集會遊

行法（Ｃ）檢肅流氓條例（Ｄ）國家安全法。

（Ｂ）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本人或他人得聲請該管法院於24小時內向逮捕機關為何？（Ａ）

抗告（Ｂ）提審（Ｃ）聲明異議（Ｄ）再審。

（Ｄ）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領土變更程序為何？（Ａ）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Ｂ）由立

法院議決變更之（Ｃ）由立法院提領土變更案，即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

意票過半數變更之（Ｄ）由立法院提領土變更案，公告半年後，再交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



3

投票複決之。

（Ｂ）依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明定，須超出黨派之外，獨立行使職權者，下列何者為非？（Ａ）法官（

Ｂ）司法院大法官（Ｃ）監察委員（Ｄ）考試委員。

（Ｃ）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經費優先編列之範圍？（Ａ）教育（Ｂ）科學（Ｃ）衛生（

Ｄ）文化。

（Ｃ）下列何者非屬司法院解釋之範圍？（Ａ）法律與憲法牴觸（Ｂ）命令與法律牴觸（Ｃ）中央與地

方權限之爭議（Ｄ）省法規與國家法律牴觸。

（Ｃ）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並無明文保障之規定？（Ａ）軍人（Ｂ）婦女（Ｃ）警察（Ｄ）

原住民。

（Ｂ）下列何者非屬憲法本文所明列的人民權利救濟之受益權？（Ａ）訴願（Ｂ）陳情（Ｃ）請願（Ｄ

）訴訟。

（Ｄ）法律規範之構成要件及適用範圍應具體明確，使受規範者得以預見其行為是否恰當，此為何種憲

法原則？（Ａ）授權明確性原則（Ｂ）法律優位原則（Ｃ）法律保留原則（Ｄ）法律明確性原則

。

（Ａ）國外旅遊屬於憲法上的何種權利？（Ａ）居住及遷徙自由（Ｂ）人身自由（Ｃ）表現自由（Ｄ）

受益權。

（Ａ）工商業所申請之商標或專利權屬於憲法上的何種權利？（Ａ）財產權（Ｂ）工作權（Ｃ）生存權

（Ｄ）出版權。

（Ｂ）有關人民違反稅法科處罰鍰，其處罰程序及救濟程序應以法律定之，係屬何種憲法原則？（Ａ）

法律優位原則（Ｂ）法律保留原則（Ｃ）信賴保護原則（Ｄ）比例原則。

貳、申論題

某公務員受免職之處分，應如何救濟？此種救濟與人民遭受行政罰之救濟途徑有何不同？

我國選舉制度有何改變？試比較新舊立法委員產生方式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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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九十八年警佐班第二十九期（第一、三類）入學考試試題

「警察法規」題解

壹、單一選擇題

（Ｃ）有關警察職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Ａ）警察任務條款不可作為職權行使之直接依據（Ｂ）

警察法第九條之警察職權規定，包括行政警察權與司法警察權（Ｃ）警察職權行使法旨在規範違

警處分之要件與程序（Ｄ）強制性之警察職權，須以法律明定。

（Ｄ）下列何者並非「警察職權行使法」所規範的警察職權？（Ａ）對治安顧慮人口之定期查訪（Ｂ）

於公共場所針對特定人實施身分查證（Ｃ）在可能發生犯罪的場所協調相關機關（構）裝設監視

器（Ｄ）執行拘提逮捕。

（Ｂ）依「警察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由下列何機關定之？（Ａ）立法

院（Ｂ）內政部（Ｃ）警政署（Ｄ）各地方政府。

（Ｂ）警察行使跟監蒐集資料之期間，最長不得超過多少時間？（Ａ）一年（Ｂ）二年（Ｃ）三年（Ｄ

）五年。

（Ｄ）下列選項中，有關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相關規定，何者有誤？（Ａ）第三人之遴選應以書

面陳報該管警察局長、分局長核准後實施（Ｂ）警察製作文書時應以第三人之化名或代號稱之，

以保密其真實身分（Ｃ）第三人之簽名以按捺指印代之（Ｄ）警察遴選第三人所蒐集之資料應列

為機密文件，並專案建檔。

（Ｂ）依「各級警察機關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武器彈藥統籌調配辦法」規定，按各直轄市、縣（市）

之警察局及其所屬各分局而配發之槍枝為：（Ａ）衝鋒槍（Ｂ）狙擊槍（Ｃ）步槍（Ｄ）手槍。

（Ｃ）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為簡易庭管轄之案件？（Ａ）以猥褻之言語、舉動或其

他方法調戲異性者（Ｂ）發現槍械、彈藥而不報告警察機關者（Ｃ）故意向該管公務員謊報災害

者（Ｄ）損毀路燈道旁樹木或其他公共設施者。

（Ａ）下列何者在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時，如其情節重大再次違反，處或併處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之違序行為？（Ａ）當舖業發現來歷不明物品，不迅即報告警察機關（Ｂ）販賣通用紙幣之仿製

品（Ｃ）強賣、強買物品者（Ｄ）交通運輸業於約定報酬後強索增加。

（Ｂ）警察人員違法使用警械致侵害人民之權利，賠償機關於何種情形下，得向該行為人求償？（Ａ）

行為人出於過失（Ｂ）行為人出於故意（Ｃ）行為人出於重大過失（Ｄ）行為人出於故意或重大

過失。

（Ａ）下列選項中，何者可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追究其違法行為？（Ａ）吸食第三級毒品「2C-B

」（Ｂ）立法委員在議場內指責某官員貪贓枉法（Ｃ）加價販賣鐵路車票（Ｄ）在撞球場內賭博

財物者。

（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警察機關遇有下列何種情形應逕行簽結，不須製作違序處分書?

（Ａ）情節輕微（Ｂ）證據不足（Ｃ）嫌疑人不能到案（Ｄ）行為人自首。

（Ｄ）有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留置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Ａ）違序嫌疑人未能即時

覓保者，警察機關得予留置（Ｂ）留置時間自攔停時起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Ｃ）執行留置後警

察機關應隨案移送簡易庭（Ｄ）留置時數可以每小時六十元折抵罰鍰。

（Ｄ）下列何者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得減輕處罰？（Ａ）依法令之行為（Ｂ）因不可抗力

之行為（Ｃ）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Ｄ）精神耗弱或瘖啞人之行為。

（Ａ）未經宣示或宣告或逕行裁處之案件，其裁定書或處分書應由警察機關在幾日內送達？（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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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七日（Ｃ）十日（Ｄ）一個月。

（Ｃ）「警察法」之法源為：（Ａ）憲法第110條第1項第9款（Ｂ）憲法第109條第1項第10款（Ｃ）憲

法第108條第1項第17款（Ｄ）憲法第110條。

（Ｃ）下列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中之「器械」？（Ａ）防暴網（Ｂ）高

壓噴水噴瓦斯車（Ｃ）鋼質伸縮警棍（Ｄ）鎮撼彈。

（Ａ）「社會秩序維護法」中，除違序人為無責任能力人或因阻卻違法事由，為法定不罰者外；下列選

項中何者並非本法所規定得法定免除處罰者？（Ａ）自白（Ｂ）因處罰之減輕，致拘留不滿一日

者（Ｃ）情節可憫恕者（Ｄ）隱匿配偶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證據。

（Ｄ）依據「沒入物品處分規則」，沒入物如為查禁物者；下列選項中何者並非其處分之方式？（Ａ）

銷毀（Ｂ）留作公用（Ｃ）移送有關機關（Ｄ）變賣。

（Ｂ）依「拘留所設置管理辦法」，下列有關檢束之相關規範，何者是錯誤的？（Ａ）被拘留人自備書

籍閱讀者，應經檢查後許可（Ｂ）被拘留人有塗抹污染或其他破壞環境之行為，應先予制止並施

以停止接見之懲罰（Ｃ）被拘留人有自殺、暴行之虞者，除非情況緊急，得報經該管警察主管長

官核准使用警銬、警繩、腳鐐戒具或收容於保護室（Ｄ）懲罰被拘留人或對其使用戒具應告知其

事由。

（Ｂ）有關直轄市警政與警衛之實施，下列何者有其立法權？（Ａ）立法院（Ｂ）直轄市議會或直轄市

政府（Ｃ）內政部警政署（Ｄ）行政院。

（Ｃ）下列哪種資料蒐集活動，須經由警察局長書面同意後，方可實施？（Ａ）裝設監視器（Ｂ）集會

遊行時之全程蒐證（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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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定期查訪治安顧慮人口。

（Ｄ）有關協助偵查犯罪之警察業務預算，應由下列何機關編列？（Ａ）司法院（Ｂ）法務部（Ｃ）檢

察機關（Ｄ）警察執行機關。

（Ｃ）下列選項中何者之性質，屬於「警察官制」？（Ａ）警察勤務條例（Ｂ）警察人員人事條例（Ｃ

）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例（Ｄ）警察教育條例。

（Ａ）下列何者是「警察法」及其施行細則所稱之「警察命令」？（Ａ）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

（Ｂ）警政署對各級警察機關發布之署令（Ｃ）沒入物品處分規則（Ｄ）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

業規定。

（Ｃ）下列何者並非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警察為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之必要措施？（Ａ）

詢問姓名年籍住居所（Ｂ）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Ｃ）搜索交通工具（Ｄ）拍搜身體檢查所攜帶

之物。

貳、申論題

請說明「社會秩序維護法」與「刑法」，在以下各論點上有何區別：

鑑於兩者之立法精神與處罰性質有異，其目的為何？

是否論究行為動機及是否處罰未遂犯或預備犯？

是否強調「刑止一身」之原則及有無為他人行為負責之處罰規定？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警察基於何種之理由得攔停汽、機車？一當攔停車輛後，應依法採取哪

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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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九十八年警佐班第二十九期（第一、三類）入學考試試題

「警察勤務」題解

壹、單一選擇題

（Ｃ）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家戶訪查辦法由下列何機關定之？（Ａ）立法院（Ｂ）

行政院（Ｃ）內政部（Ｄ）警政署。

（Ｂ）我國警察勤務有所謂「法制期」之發展，亦即「警察勤務條例」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經公布施行

之，時值民國幾年？（Ａ）六十年（Ｂ）六十一年（Ｃ）六十二年（Ｄ）六十三年。

（Ｃ）依據「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之規定，未設警察分局之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得

設置下列何機構？（Ａ）駐在所（Ｂ）派出所（Ｃ）分駐所（Ｄ）勤務隊（組）。

（Ｂ）依據「警察服制條例」之規定，警察服裝換季時間，由下列何單位依各地氣候季節情形規定之？

（Ａ）內政部（Ｂ）警政署（Ｃ）警察局（Ｄ）警察分局。

（Ｄ）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之規定，所謂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乃指下列何者？（Ａ）死亡人

數一人（Ｂ）死亡人數二人（Ｃ）受傷人數六人（Ｄ）運送之危險物品發生爆炸。

（Ａ）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之規定，警勤區員警實施家戶訪查，應實地個別訪查之，但就

家戶訪查事項，認為有必要時，下列何者即得決定聯合所屬數個警勤區，以聯合訪查或座談會的

方式實施之？（Ａ）分駐（派出）所所長（Ｂ）分局長（Ｃ）警察局長（Ｄ）警勤區員警。

（Ｄ）依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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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多久期間實施查訪一次？（Ａ）每半個月（Ｂ）每一個月（Ｃ）每

二個月（Ｄ）每三個月。

（Ｃ）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應依據轄區治安狀況、地區特性等資料，預

訂每月全盤計劃，使家戶訪查工作能於多久期間內全面訪查一次？（Ａ）三個月內（Ｂ）半年內

（Ｃ）一年內（Ｄ）二年內。

（Ｂ）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家戶訪查之實施，應於日間為之，但與訪查對象約定者

，最晚得於夜間何時之前實施？（Ａ）二十一時（Ｂ）二十二時（Ｃ）二十三時（Ｄ）二十四時

。

（Ａ）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勤區查察除一般家戶訪查外，每月另應編排聯合查察至

少幾次？（Ａ）一次（Ｂ）二次（Ｃ）三次（Ｄ）四次。

（Ｃ）依據警政署民國96年編印「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之內容，逮捕現行

犯之程序若有需要將其解送予檢察官訊問時，原則上應於逮捕之時起算幾小時內解送至檢察官處

？（Ａ）8小時（Ｂ）12小時（Ｃ）16小時（Ｄ）20小時。

（Ｄ）根據梅可望等人於民國97年出版之「警察學」一書中論述，十九世紀最普遍最重要的巡邏方式為

下列何者？（Ａ）騎巡（Ｂ）汽車巡（Ｃ）機車巡（Ｄ）步巡。

（Ｃ）根據梅可望等人於民國97年出版之「警察學」一書中論述，各警察機關設專責預備隊，如警察局

之保安（大）隊、分局之警備隊，屬於下列何種預備警力？（Ａ）集中式的預備警力（Ｂ）分散

式的預備警力（Ｃ）專門化的預備警力（Ｄ）支援式的預備警力。

（Ｂ）依據「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所謂之專案督導即為下列何種勤務督導方式？（Ａ）駐區

督導（Ｂ）機動督導（Ｃ）聯合督導（Ｄ）分層督導。

（Ｂ）犯罪之發生有某些地點比其他地點更容易發生犯罪；針對這些容易發生犯罪案件之地點，指派較

多警力服勤、或增加巡邏密度，可以增加犯罪預防之效果，此種地點在學理上稱為？（Ａ）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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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nd spot）（Ｂ）熱點（hot spot）（Ｃ）死點（dead spot）（Ｄ）焦點（focal spot）。

（Ｂ）依據「警察勤務條例」，刑事、外事警察，得配合警勤區劃分其下列何種工作區？（Ａ）管轄區

（Ｂ）責任區（Ｃ）擔當區（Ｄ）受持區。

（Ｄ）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五條之明文規定，警察勤務之基本單位為下列何者？（Ａ）警察分局（

Ｂ）警察分駐所（Ｃ）警察派出所（Ｄ）警勤區。

（Ａ）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條之明文規定，下列何者為勤務規劃監督機構，並對重點性勤務，得

逕為執行？（Ａ）警察局（Ｂ）警察分局（Ｃ）警察分駐所（Ｄ）警察派出所。

（Ｄ）下列何者為個別勤務？（Ａ）巡邏（Ｂ）臨檢（Ｃ）值班（Ｄ）勤區查察。

（Ｃ）所謂「深夜勤」乃指下列何期間之勤務？（Ａ）二十二時至六時（Ｂ）二十二時至八時（Ｃ）零

時至六時（Ｄ）零時至八時。

（Ｄ）共同勤務得視服勤人數及轄區治安情形，其勤務方式可互換之，但均以下列何方式為主？（Ａ）

值班（Ｂ）臨檢（Ｃ）守望（Ｄ）巡邏。

（Ａ）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於執行臨時特定勤務前實施之勤前教育為下列何者？（Ａ）專案

勤前教育（Ｂ）聯合勤前教育（Ｃ）基層勤前教育（Ｄ）臨時勤前教育。

（Ｃ）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之規定，家戶訪查若以座談會方式實施者，應將訪查時間及地

點，於訪查日幾日之前，以書面通知受訪查對象？（Ａ）三日（Ｂ）五日（Ｃ）七日（Ｄ）十四

日。

（Ａ）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所謂三簿冊係指警勤區手冊、警勤區記事簿，以及下列

何種簿冊？（Ａ）家戶訪查簿（Ｂ）警勤區轄境簿（Ｃ）警勤區概況簿（Ｄ）警勤區腹案日誌簿

。

（Ａ）依據「受理報案e化平台一般刑案作業規定」，填具該系統一般刑案類之使用權限申請表時，其

案類之權限代號為下列何者？（Ａ）E8（Ｂ）E6（Ｃ）E3（Ｄ）E2。

貳、申論題

警察分駐所、派出所之勤務執行應如何配合政府「推動社區治安工作實施計劃」，來推展相關的

勤務作為？請就相關之計劃或規定，及個人之見解論述之。

試述我國警察建置「e化勤務指管系統」其內涵及成效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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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九十八年警佐班第二十九期（第一、三類）入學考試試題

「刑法及刑事訴訟法」題解

壹、單一選擇題

（Ｄ）偵辦「網路援交」，員警約定方式誘出定點，惟陰錯陽差「誤逮」對象，釐清後旋讓其離開。「

誤逮」行為應如何評價?（Ａ）乃刑事訴訟法上現行犯之逮捕（Ｂ）該當刑法上縱放人犯之行為

（Ｃ）乃刑法上依法令行為之不罰（Ｄ）屬民事不法之行為。

（Ａ）行為經刑法評價為「傷害致死罪」與「重傷致死罪」之差異為何？（Ａ）構成要件（Ｂ）違法要

件（Ｃ）罪責要件（Ｄ）客觀可罰要件。

（Ｃ）柔道比賽中甲生施「過肩摔」，然乙生因「護身倒法」不確實遭劇烈衝撞，致腳斷開刀。甲生行

為應如何處斷？（Ａ）不該當傷害構成要件（Ｂ）業務上正當行為（Ｃ）容許危險並無違法（Ｄ

）無期待可能故不具罪責。

（Ｄ）有關正當防衛、緊急避難規定，立法意旨上有何相同之考量？（Ａ）法益得失無須權衡（Ｂ）無

關對象是否無辜（Ｃ）限於無奈事非得已（Ｄ）過當不能阻卻違法。

（Ｄ）婦產科醫生碰觸女病患私處，試問「觸診」行為及「猥褻」行為的區別為何？（Ａ）動機（Ｂ）

目的（Ｃ）意圖（Ｄ）心理傾向。

（Ｄ）不良少年至商家嗆聲砸店，警方據報趕往現場處理，相關人見優勢警力，不得不俯首就範。法律

如何評價「俯首就範」之行為？（Ａ）不能犯（Ｂ）中止犯（Ｃ）自首（Ｄ）自認。

（Ｃ）刑法第15條第2項不純正不作為犯之規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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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有關偽造文書之敘述，下列何者為真？（Ａ）對申請事項，提供不實資料予公務員，雖未為該公

務員所採，仍構成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Ｂ）對申請事項，提供不實資料予公

務員，雖公務員有實質審查權責，仍構成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Ｃ）對申請事

項，提供偽造外國公署印信予公務員，仍構成刑法第217條「偽造私印文罪」（Ｄ）行政機關收

發室圖記，雖不足表示公署資格，仍構成刑法第218條「偽造公印文罪」。

（Ａ）近日，有善心人向廟宇發願「濟弱扶傾」，惟受全球不景氣影響亦告失業。今為還願以避免天譴

，乃至賣場「不告而取」匿名轉送社會弱勢。請問刑法如何評價「濟弱扶傾」事由？（Ａ）動機

可憫減輕量刑（Ｂ）無自利心非屬竊取（Ｃ）時不我予並無違法（Ｄ）情有可原減輕罪責。

（Ｂ）以下敘述，何者為真？（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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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偵查人員好大喜功爭取績效，重案攻堅逮捕要犯時，通知媒體到場，該當刑

法第132條妨害秘密罪（Ｃ）為犯罪預謀者事先規劃逃亡路線，該當刑法第164條藏匿人犯罪（Ｄ

）警察疏於管束的醉漢逃離看管，該當刑法第163條過失縱放罪。

（Ｂ）有關贓物罪與洗錢犯罪，其立法意旨上有何相同之考量?（Ａ）財產犯罪不法所得難覓（Ｂ）善

意不知者不罰（Ｃ）犯罪取得報酬亦該當（Ｄ）犯人自行隱藏不成罪。

（Ｄ）有婦人挖取「市價2元」波斯菊，經埋伏員警當場查獲。就本案例，以下敘述何者為真？（Ａ）

凡現行犯皆應逮捕（Ｂ）有提告即可逮捕上銬（Ｃ）若未實施逮捕則涉嫌吃案（Ｄ）蒐證完備另

行函送。

（Ｄ）據報某影音光碟館，陳列販賣成人影碟，便衣員警進入查看發現「可疑」密封光碟。試問以下敘

述何者為真？（Ａ）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得強制帶回員工（Ｂ）屬現行犯應當場實施逮捕（Ｃ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得當場開封檢查（Ｄ）應暫回警局準備令狀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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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有關檢察官訊問證人之程序，下列何者為真?（Ａ）原則上應錄音錄影（Ｂ）原則上應告知緘默

權（Ｃ）原則上辯護人應在場（Ｄ）原則上應要求證人具結。

（Ｂ）承上題，有關檢察官訊問證人所作「筆錄」之性質為何?（Ａ）等同法官筆錄（Ｂ）屬供述證據

（Ｃ）非傳聞證據（Ｄ）仍需補強證據。

（Ｄ）刑事訴訟法第88條現行犯逮捕與第88條之1緊急逮捕，二者之相同點為何？（Ａ）限非告訴乃論

之罪（Ｂ）需補令狀聲請（Ｃ）有事實足認犯嫌重大（Ｄ）應即解送檢察官。

（Ａ）以下有關偵查中羈押程序規定的敘述，何者為真?（Ａ）非經逮捕不得聲請羈押（Ｂ）同搜索票

採書面審核（Ｃ）仍應適用傳聞法則（Ｄ）羈押法庭辯護人不得在場。

（Ｃ）有關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之解釋，以下敘述何者為真？（Ａ）基於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保障

（Ｂ）適用對象為經起訴被告（Ｃ）律師接見被告，原則禁聽（Ｄ）律師接見被告，應經法官同

意。

（Ｂ）甲、乙對A深感厭惡，某日兩人意圖行竊侵入A宅，因行跡敗露打傷A。若A向警察表示：「只告

甲侵入住宅。」則警察調查犯罪之範圍，下列何者為非?（Ａ）甲之竊盜行為（Ｂ）甲之傷害行

為（Ｃ）乙侵入住宅行為（Ｄ）乙之竊盜行為。

（Ｂ）承上題，若A自行蒐證後，在法院表示：「自訴甲侵入住宅。」則法院審判範圍，應包括下列何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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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警察據報得知某KTV有人使用毒品助興，經前往查獲A等所在包廂有類似K他命之粉末。雖警察

百般勸說，A等仍不願配合協助調查。若警察為確認A等有無吸食毒品，有意強制取得「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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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逕行搜索（Ｃ）

刑事訴訟法第204條之1等規定採取體液（Ｄ）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2體液採取。

（Ａ）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得選任辯護人」，於刑事偵查階段之實質意義為何?（

Ａ）保障辯護人於偵訊時在場（Ｂ）保障辯護人檢閱卷宗（Ｃ）保障辯護人於搜索扣押時在場（

Ｄ）保障辯護人證據調查請求。

（Ａ）「千面人」寄信給食品公司，表示：「若不匯款百萬，將於市售商品下毒。」試問在法庭上欲判

斷有無恐嚇行為，本項證據調查應如何進行？（Ａ）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提示使其辨認（Ｂ

）依刑事訴訟法第165條，宣讀或告以要旨（Ｃ）依刑事訴訟法第166條，進行交互詰問程序（Ｄ

）恐嚇書信屬傳聞證據，不得進行證據調查。

（Ｄ）警察查獲A、B、C三人共同實施擄人勒贖，A、B承認三人共同犯行，惟C否認參與本項犯罪。依

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82號解釋，以下有關A、B、C審判程序進行之敘述，何者正確？（Ａ）

應分離A、B、C之審判程序（Ｂ）A的供述不得作為B自白之補強證據（Ｃ）應分別實施C與A、

B對質程序（Ｄ）C實施證人詰問程序時，A、B得拒絕證言。

（Ｃ）有關刑事訴訟法第154條規定「無罪推定」、「證據裁判主義」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

）檢察官應就有罪部分、被告應就無罪部分分別提出證據（Ｂ）「證據能力」由法官依職權判斷

（Ｃ）「證明力」由法官自由心證（Ｄ）法官應窮究調查探求真實。

貳、申論題

警察甲偵辦毒品犯罪，為「斷源截流」乃「授意」經查獲吸食毒品者乙，「再次」向原毒販A購

買，並因而查獲多數毒品。試問依最高法院判決，如何判定警察甲授意誘捕合法與否？以及如何

論處「再次」毒品交易過程中，原吸食者乙、毒販A行為？

「測謊係以問卷（控制問題法、混合問題法）詢問受測者，受測者回答時之生理反應經儀器記錄

後，據以研判回答之問題有無說謊。」試問：依最高法院判決，為確保日後法庭證據使用，測謊

施測時應注意事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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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九十八年警佐班第二十九期（第一、三類）入學考試試題

「犯罪偵查實務」題解

壹、單一選擇題

（Ｃ）司法警察機關對於其移送案件之被告受羈押者，認為有帶同被告外出繼續追查贓證、其他正犯或

共犯之必要時，得報請檢察官核發偵查指揮書，交警察機關帶同被告繼續查證，惟應於當日下午

幾時前解交檢察官？（Ａ）九（Ｂ）十（Ｃ）十一（Ｄ）十二。

（Ｄ）有關經濟詐欺案件之管轄責任區分，下列何者正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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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涉及帳戶匯款之案件，由發生地之警察機關負責偵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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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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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Ｄ）。

（Ｃ）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失竊物總值多少以上的竊案列為「重大竊盜案件」？（Ａ）十

萬元（Ｂ）二十萬元（Ｃ）五十萬元（Ｄ）一百萬元。

（Ｂ）以下針對告訴乃論案件之敘述，何者錯誤？（Ａ）由代理人代為告訴者，應出具委任書狀（Ｂ）

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其他共犯（Ｃ）為減輕人民訟累，得疏導和解

或轉介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Ｄ）撤回告訴，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

（Ａ）偵查過程中，如果必須實施被害人、檢舉人或目擊證人指認犯罪嫌疑人，下列要領何者錯誤？（

Ａ）指認前先告知犯罪嫌疑人之特徵（Ｂ）告訴指認人，犯罪嫌疑人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

（Ｃ）應為非一對一之成列指認（選擇式指認）（Ｄ）被指認之數人在外形上不得有重大差異。

（Ｂ）下列有關時間之敘述，何者有誤？（Ａ）犯罪嫌疑人係因拘提或逮捕者，等候其辯護人到場之時

間，自通知時起，不得逾四小時（Ｂ）逮捕現行犯，應將逮捕拘禁之原因，以書面告知其本人及

其指定之親友，至遲不得逾八小時（Ｃ）檢察官自行聲請搜索票交付警察執行搜索，警察於執行

完畢後，應於十二小時內回報（Ｄ）通知證人到場說明之通知書，應於應到時間之二十四小時前

送達。

（Ｄ）下列有關詢問之敘述，何者錯誤？（Ａ）詢問二人以上可疑為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犯罪嫌疑人時

，應決定其先後順序，隔離詢問（Ｂ）經通知到場之犯罪嫌疑人，於詢問完畢後囑其返回，必要

時由其家屬帶回或派員送返（Ｃ）詢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應全程連續

錄影（Ｄ）詢問犯罪嫌疑人，應儘量於一次即獲得正確而完整之供述。

（Ｃ）筆錄經確認無誤後，應由下列相關人員詢問人、記錄人及通譯、受詢問人、在場人，依

序緊接其記載之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其順序為：（Ａ）（Ｂ）（Ｃ）

（Ｄ）。

（Ｃ）執行拘提、逕行拘提及逮捕時應注意事項，何者有誤？（Ａ）拘提有公務員或軍人身分之犯罪嫌

疑人，應知照該管機關長官協助執行（Ｂ）執行拘捕時，應顧及被拘捕人之身體名譽，抗拒拘捕

或脫逃者，得用強制力及依法使用警械（Ｃ）逮捕犯罪嫌疑人時，如未事先聲請搜索票，不得附

帶搜索其身體（Ｄ）對於經拘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得違反其意思，採取其指紋、掌紋或腳印。

（Ａ）以下偵查中辯護人之權限，何者正確？（Ａ）得於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在場（Ｂ）得於司

法警察詢問證人時在場（Ｃ）得於執行搜索、扣押、勘驗或勘察時在場（Ｄ）得於警察機關檢閱

卷宗、證物或抄錄、攝影。

（Ｃ）有關夜間搜索之規定，何者錯誤？（Ａ）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不得於夜間入內搜索（Ｂ）旅

店、飲食店仍在公開時間內者，得於夜間入內搜索（Ｃ）日間已開始搜索者，不得繼續至夜間（



11

Ｄ）常用為賭博或妨害風化行為之處所，夜間亦得入內搜索。

（Ｄ）執行電腦搜索、扣押應注意事項，何者正確？（Ａ）應讓受搜索人自行顯示電腦目錄及檔案內容

（Ｂ）扣押個人電腦僅查扣主機即可，不須包含螢幕、鍵盤及電源線（Ｃ）應先安裝防毒程式至

受搜索人電腦中，避免電腦中毒（Ｄ）電腦檔案證據應當場列印，並請受搜索人簽名按指印。

（Ｂ）地區探巡勤務應根據地區環境與治安狀況適當編配，每一刑事責任區以幾日探巡一次為原則？（

Ａ）一日（Ｂ）三日（Ｃ）五日（Ｄ）七日。

（Ｂ）徒步跟監之狀況處置，以下何者有誤？（Ａ）對象行近街角前，應加大步伐，設法接近（Ｂ）對

象停止前進，應放慢步伐，避免穿越（Ｃ）對象返身回走，應避免視線正面接觸（Ｄ）對象進入

屋內，應迅速利用附近隱蔽物進行埋伏。

（Ａ）依據「各級警察機關處理刑案逐級報告紀律規定」，以下各項敘述，何者錯誤？（Ａ）受理報案

發現刑案未破，破案始報，發、破期間相隔四十八小時以上，稱為遲報（Ｂ）陳報偏頗不實（以

大報小或以小報大），列為虛報（Ｃ）拒絕或推諉受理民眾刑案報案者，以匿報論處（Ｄ）普通

刑案之發生與破獲雖不必通報偵防中心，但經發現未填報刑案紀錄表者，視為匿報。

（Ｄ）偵查擄人勒贖案件，應立即成立專案小組，其中負責安撫被害人情緒，指導裝置錄音設備及接聽

歹徒電話，務使儘量拖延通話時間，以利偵測歹徒發話地點，是哪一任務編組的分配工作？（Ａ

）秘書組（Ｂ）情報組（Ｃ）通訊監察組（Ｄ）談判組。

（Ｂ）在執行圍捕攻堅時，為保全跡證及執行圍捕時避免傷及民眾，應將現場嚴加封鎖，請問開設臨時

指揮所的區域是位於：（Ａ）攻堅封鎖線內（Ｂ）警戒封鎖線內（Ｃ）交通封鎖線內（Ｄ）交通

封鎖線外。

（Ａ）刑案現場的溫度、氣味係屬何種物證類型？（Ａ）暫時性（Transient）（Ｂ）態樣性（Pattern）

（Ｃ）狀態性（Conditional）（Ｄ）移轉性（Transfer）。

（Ａ）以下是刑案現場與實驗室物證檢驗的重要步驟，請排列其順序：重建（Reconstruction）：

判定事件與行動發生的過程、鑑定（Identification）：利用類屬特徵來鑑別某一特定物的過

程、辨識（Recognition）：從不相干的物品中分辨出重要且具價值物質的能力、個化（

Individualization）：指出物證某些特質的來源被明確判定為獨一無二（Ａ）（Ｂ）

（Ｃ）（Ｄ）。

（Ｃ）為使勘察蒐證工作落實而有效，應遵守之原則何者正確？（Ａ）由內而外（Ｂ）由遠而近（Ｃ）

由低而高（Ｄ）由潛至顯。

（Ｂ）刑法「妨害電腦使用罪」之中，何者非屬告訴乃論？（Ａ）無故取得變更他人電磁紀錄（Ｂ）製

作專供犯罪之電腦程式（Ｃ）無故入侵他人電腦設備（Ｄ）無故干擾他人電腦設備。

（Ｃ）以下三者為犯罪剖繪（Criminal Profiling）的重要名詞，請由大至小排列其討論範圍：作案手

法（Modus Operandi）：犯罪人在反覆從事犯罪行為時，會慣用某ㄧ特定手法或方式、簽名特

徵（Signature Aspect）：犯罪人所從事的獨特行為，可以滿足其特殊心理和感情需求、犯罪模

式（Crime Pattern）：將相類似犯罪的途徑、手段和方法，彙整出一套概括模式（Ａ）（

Ｂ）（Ｃ）（Ｄ）。

（Ｄ）測謊係基於生理與心理學原理，受測者之生、心理狀況會影響測試結果的準確性，下列哪種人仍

適合測謊？（Ａ）情緒不穩定者（Ｂ）罹患精神疾病者（Ｃ）十歲以下未成年人（Ｄ）老年人。

（Ａ）下列有關自體性慾致死（Autoerotic Death）的敘述，何者錯誤？（Ａ）是個體單獨進行的性活動

，意外發生死亡的結果（Ｂ）從事者以男性佔絕大多數（Ｃ）經常被誤認為是自殺而結案（Ｄ）

現場常會遺留色情刊物、脫逃裝置等物品。

（Ｄ）刑事警察局成立之任務編組「科技犯罪防制中心」是由哪些單位整合而成？通訊監察中心、

電信警察隊、資訊室、刑事研究發展室、偵九隊（Ａ）（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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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貳、申論題

請列出刑事警察的勤務項目，並說明其勤務規劃的原則。

請列舉重大刑案、特殊刑案及普通刑案的案件種類，並說明其偵查責任區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