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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11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各科試題標準答案釋疑結果 

【釋疑結果總說明】： 

一、111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考生對標準答案有疑義申請釋疑者計有 11

科(54題)，共 80人次，統一將命題老師釋疑結果公告於本校網頁，請考生自行查看。 

二、考生所提試題疑義，各科經命題老師與審題老師審慎討論結果，修正之科目、題號如下

(計 5科，5題)，其餘各科答案均正確無誤。 

【國文與憲法】 

第 22題：本題原公布答案( AD )修正為( ADE ) 

【警察法規】 

第 38題：本題原公布答案( BCD )修正為( BC )或( BCD ) 

【犯罪偵查學】 

第 39題：本題原公布答案( ABDE )修正為( ACDE ) 

【消防法規】 

第 40題：本題原公布答案( CD )修正為( ACDE ) 

【道路交通法規與事故處理】 

第 29題：本題原公布答案( DE )修正為( DE )或(A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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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各科釋疑說明】 

一、共同科目 

【國文與憲法】 

第 13題：【考生號碼： 30118、39056 提】 

1.釋義： 

(1)依地方制度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直轄市及市均劃分為區。」。 

(2)內政部亦指出：我國現行地方制度，依據憲法、憲法增修條文及地方制度法規定，

地方劃分為省及直轄市，省劃分為縣及市，縣之下又劃分為鄉、鎮及縣轄市。其

中省仍為地方層級，但不具公法人地位，非屬地方自治團體。直轄市、縣、市及

鄉、鎮、縣轄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均為地方自治團體，依法辦理地方自治，

並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直轄市及市之下均劃分為區。鄉、鎮、縣轄市、區以

內之編組為村、里；村、里以內之編組為鄰。(參內政部網頁) 

(3)因此，本題答案為選項(A)。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無誤 

第 22題：【考生號碼： 20224、20248、30069、30072、39019、39056 提】 

1.釋義： 

諸考生所提選項 E中的綠與紅，本為顏色，轉品為綠葉與紅花。 

按:(E)選項 「綠映紅」原指綠色相映紅色，亦可解讀為綠葉相映紅花。「紅」字

不論依原意「顏色」或轉品後稱「花」，均為名詞。因此，本題原公布答案(AD)

修正為(ADE)。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D )修正為( A D E )  

第 28題：【考生號碼： 30118 提】 

1.釋義： 

考生提出初唐為西元 618-712 年，杜甫生於西元 712 年，故亦可歸類為初唐詩人。 

 按：文學史上之歸類，並非以其出生日期，而是以作家作品成熟、質量均達顛峰

之時期來劃分。杜甫雖生於初唐之末（出生不得稱為文人），然其成長與作品之

成熟、聞名均於盛唐之後，故今日文學史家幾將其歸類於盛唐以後詩人，如王忠

林等人之《中國文史初稿》歸其為盛唐詩人，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歸其為

中唐詩人。因此，本題原公布答案(AB)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B )無誤 

第 30題：【考生號碼： 30069、30118、39019 提】 

1.釋義： 

考生 30118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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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 30069 提： 

  

考生 39019 提： 

  

按：108 及 110 年題目各涉爭字詞意義如下——「後宮」，查教育部網路《國語辭

典修訂本》，指嬪妃所居之處（居所義），後借指皇后、嬪妃（身分義）。「下陳」，

查前典，可指古代殿堂下供陳放禮品、婢妾站列的地方，後多借指後宮地位卑下

的侍妾。「私」，查前典，有不公開、私下之意。「後房」，查前典，古代多指姬妾

所住的地方。「嬖」，查前典，指寵愛或舊時出身卑微而受寵幸的人。 

綜上： 

（一） 

1.「私」並無「寵幸」之意。 

2.「潛隱先帝之私」表武則天「隱瞞曾為先帝才人這一不欲人知的身分」。 

3.釋「私」為「私情」、「不正當關係」，不確——皇帝與妃嬪之關係光明正大，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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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情」、「不正當關係」之說？ 

4.「後房」並無「寵幸」之意。 

5. 「嬖」有「受寵幸之人」義，故「陰圖後房之嬖」表武則天「陰謀成為後宮受寵

之人」。  

6.「嬖」亦有「寵愛」義，故「陰圖後房之嬖」亦可表武則天「陰謀圖求後宮所有

寵愛」。 

(二) 

1.考古題 108 年國文科第 25 題問文中何者可指「後宮」(兼有居所義、身分義)，故

當年答案：B.「下陳」(兼有居所義、身分義)D.「私」(身分義)E.後房「後房」(居

所義)無誤。 

2.本(111)年國文科第 30 題問文中何者指「後宮妃嬪」(身分義)，故本題公布之答案：

A.「下陳」(兼有居所義、身分義)C.「私」(身分義)E.「嬖」(可有身分義)正確無

誤。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 C E)無誤 

第 31題：【考生號碼： 30069 提】 

1.釋義： 

(1)依國籍法第 2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籍：……三、出

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如出生在中華民國領域

內，須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始得取得國籍。 

(2)選項(A)，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為外國籍。並不符合前述國籍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之情形。 

(3)綜上，本題原公布之答案(B D E)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D E )無誤 

 

【英文】 

第 4 題：【考生號碼：   30031   提】 

1.釋義： 

本題是指: 警衛部隊用封路的方式來制止示威者前進。根據劍橋辭典 “deport” 有

“驅逐出境, 遣送出境” to force someone to leave a country, especially someone 

who has no legal right to be there or who has broken the law 的意思。再者，該句句

尾的介係詞片語 by blocking the road, 此介係詞片語由 by 引導，除表示藉由某種

「方式」，也扮演副詞功能修飾動詞。以封路方式來「阻止」人車通行，而非「遣

送人員出境」。因此，本題原公布之答案(A)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無誤 

第 13 題：【考生號碼：   20248   提】 

1.釋義： 

本段落一開頭就指出這是由西班牙及法國雙方警力共同合作打擊人蛇集團犯罪的

人口走私案件，而選項之單字 classified 有二個重要意義：（1）分類的、分級的；

及（2）機密的。惟當它是形容詞「機密的」意思時，它通常是修飾「文件」，例

如：classified document, classified records, etc.考生所提供之資料中，class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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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並非是「機密調查」，而是「分級調查」的意思，若將「分級調查」

套入題目之句子中，顯不合理。且段落填空之題型需講求上下文前後對應，而非

只看單一句內容。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A)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無誤 

 

第 39 題：【考生號碼：   20153   提】 

1.釋義： 

根據 Collins dictionary “legal” 有 “established by or permitted by law” 的意思，同

義詞除了 lawful, licit, legitimate 之外，還包含 authorized, valid, permissible, allowed, 

sanctioned 等。此外，知名字典或同義字字典如 Thesaurus by Merriam-Webster, 

Thesaurus.com 說明 authorized 也是 legal 的同義字之一。因此，本題原公布之答

案(ABCE)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B C E )無誤 

 

二、行政警察學系 

【警察勤務】 

第 22 題：【考生號碼：  20028、20218  提】 

1.釋義： 

(1) 20028 考生認為「根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規定第 2 點第 2 款其稱高再犯之虞

治安顧慮人口為 1.行方不明＋同時具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 2 條第 1 項所定

二款情形以上。2.分析有再犯之虞者。故（D）行方不明者選項不符，建議更改

答案為 C」。 

(2) 20218 考生認為「依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規定，所稱高再犯之虞治安顧慮人

口；包括下列何者？所列答案（D）行方不明者，按照上開規定第 2 點：除行方

不明外，需同時具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二款』情形以上。

故答案 D 應非答案，建議更改答案為 C」。 

(3) 查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規定第 2點：「高再犯之虞治安顧慮人口：指行方不明、

同時具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二款情形以上或經分析有再犯

之虞者。」該作業規定所稱高再犯之虞治安顧慮人口，有關「同時具治安顧慮

人口查訪辦法第 2 條第 1 項所定二款情形以上」，係指如同時具有殺人罪及放火

罪，或是詐欺罪及妨害性自主罪等二項以上之罪責，亦應為其中一項，並非二

位考生所說前二項，即與行方不明之合併；其應為單純三項之標的。 

(4) 綜上，本題原公布答案(CD)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D )無誤 

第 35 題：【考生號碼：   20153、20218   提】 

1.釋義： 

(1) 20153 考生認為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與觸犯《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其關聯性包括下列何者？本題用語為「關聯性」，而非問「法條規定」，

所以應偏向實用題，而非單純法條題，且將題意解釋為：以下何者會觸犯《刑

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而產生適用法條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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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得併科 30 萬以下罰金。（A）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0 萬元以下

罰金，為法定範圍內的刑度，故酒駕者有可能被法官判罰（A）選項之刑，與

《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款規定產生「關連性」。（C）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

分之 0.5 以上，符合刑法超過百分之 0.05 的標準可以被處罰，與《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款規定產生「關連性」。故 AC 選項應選，建議答案更正為 ABCDE。 

(2) 20218 考生認為（D）服用麻醉藥品，致不能安全駕駛，題目係表示「酒後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與刑法之關聯，故選項（D）係服用麻醉藥物，與酒後駕車

並無關聯。故選項 D 並非正確答案。建議答案更正為 BE。 

(3) 本題重點在測驗考生對於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次有關違反安全駕駛之相關規

定，故而只要違反該項中之各類規範，均屬有關聯性之規定。 

(4) 綜上，本題原公布答案(BDE)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D E )無誤 

第 39 題：【考生號碼：  20153  提】 

1.釋義： 

(1) 本題乃內政部警政署編製之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111 年電

子版之 10.執行路檢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110 年 9 月 15 日警署行字第

1100135566 號函最新之修正規定)，其規定中之四、執行階段之（二）執行中之

第 3. 點中明文規定：從觀察受檢人異常舉動及其他周遭現場環境情事………，

如受檢人無法查證身分且有抗拒攔停或逃逸之虞時，即可告知：「得依警職法第

七條規定將其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如遇抗拒時，將使用必要之強制力限制其離

去（如按住其肩膀或拉住手腕）。」除非受檢人有進一步犯罪事實（如當場辱罵

員警或持械抗拒等違反刑事法令行為），不應率以上銬限制其人身自由。 

(2) 綜上警政署新的規定，本題原公布答案(AE)正確。  

2 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E )無誤 

 

【警察法規】 

第 10 題：【考生號碼：  20218  提】 

1.釋義： 

依相關法律明文規定，受託行使權力之私人(自然人、法人與非法人團體)，於特

定條件之授權下，亦得行使實質之警察權。相關法條如下： 

《船員法》 

§58：船舶之指揮，由船長負責；船長為執行職務，有命令與管理在船海員及在

船上其他人員之權。船長為維護船舶安全，保障他人生命或身體，對於船

上可能發生之危害，得為必要處置。 

§59：船長在航行中，為維持船上治安及保障國家法益，得為緊急處分。 

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D)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15 題：【考生號碼：  20153  提】 

1.釋義： 

選項 C「勸導疏離」之用語，與《集會遊行法》§22 及 28 條文「疏離勸導」之用

語，於一般理解及文義解釋上並無不同。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D)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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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33 題：【考生號碼：  20190  提】 

1.釋義： 

E 選項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3 條第 1 項，係……得予「變賣」，惟選項 E

係指「拍賣」；再者，同法§2Ⅱ規定之職權種類，將變賣、拍賣分列，足見兩者

之意義、處置標的及程序均有別。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CDE)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D E )無誤 

第 38 題：【考生號碼：  20153  提】 

1.釋義： 

選項 D 係依據《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理辦法》§47 之規定如下：違反本法案件

之處罰，由原處分或原移送之警察機關執行之。惟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43 條及

第 45 條之管轄區分，拘留罰係由地方法院簡易庭負責裁定，於確定後再交由原移

送之警察機關執行。考量 D 選項之用語，對應所問之題目，不夠精確。因此，本

題原公布答案(BCD)修正為(BC)或(BCD)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CD )修正為( BC )或( BCD ) 

三、刑事警察學系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第 1 題：【考生號碼：  30031  提】 

1.釋義：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777 號解釋揭示：「…刑法發生交通事故逃逸罪規定，

一律以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為其法定刑，致對犯罪情節輕微者無從為易科

罰金之宣告，對此等情節輕微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於此範圍內，不符罪刑相當

原則…」。此號解釋明白揭示係「不符罪刑相當原則」。考生申請釋疑之理由，似

有誤解本題之題意。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A)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無誤 

第 2 題：【考生號碼：  30072  提】 

1.釋義： 

最高法院 65 年臺上字第 3356 號判例揭示：「按擄人勒贖罪，須行為人自始有使

被害人以財物取贖人身之意思，如使被害人交付財物，別有原因，而剝奪被害人

之自由者，除應成立其他財產上之犯罪或妨害自由罪外，要無成立擄人勒贖罪之

餘地。」最高法院上開判例明白揭示係「應成立其他財產上之犯罪或妨害自由罪

外，要無成立擄人勒贖罪之餘地」。依本題案例事實所示，並不成立擄人勒贖罪，

要無擄人勒贖罪既未遂之問題。考生申請釋疑之理由，似有誤解本題之題意。因

此，本題公布之答案(A)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無誤 

第 4 題：【考生號碼：  30118  提】 

1.釋義： 

比特犬之攻擊(即動物之攻擊)，非屬人為之攻擊(即非屬現時不法之侵害)，且犬

隻之攻擊亦未受其飼主之指使，非飼主手足之延伸，不該當現時不法之侵害，不

符正當防衛之要件。考生申請釋疑之理由，似有誤解本題之題意。因此，本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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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答案(D)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5 題：【考生號碼：  30072  提】 

1.釋義： 

最高法院 33 年上字第 1134 號判例揭示：「詐欺罪之行為人，其取得財物，必須

由於被詐欺罪人對於該財物之處分而來，否則被詐欺人提交財物，雖係由於行為

人施用詐術之所至，但其提交財物既非處分之行為，則因其對於該財物之支配力

一時弛緩，乘機取得，即與詐欺罪應具之條件不符。」故依本題案例事實所示，

並不成立詐欺罪。考生申請釋疑之理由，認應成立詐欺罪，似有誤解本題之題意。

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D)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8 題：【考生號碼：  30118  提】 

1.釋義： 

最高法院 103年臺非字第 16號判決揭示：「是倘行為人冒用姓名、年籍接受警詢

未被發覺，然檢察官若以遭冒用之姓名、年籍起訴，而審判之對象為真正之犯罪

行為人，即檢察官所指被告之人係真正之犯罪行為人，因刑罰權之客體同一，僅

姓名、年籍不同，由法院逕行更正被告之姓名、年籍。」意旨由法院逕行更正被

告之姓名、年籍即可，仍應依通常程序進行審判。故依本題案例事實所示，檢察

官起訴之人與法院審判之人為同一人，因刑罰權之客體同一，僅姓名、年籍不同，

由法院逕行更正被告之姓名、年籍即可，不影響通常程序之進行，法院仍應依通

常程序進行審判。考生申請釋疑之理由，似有誤解本題之題意。因此，本題公布

之答案(D)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10 題：【考生號碼：  30072  提】 

1.釋義： 

行為人本人依法、依規駕車行駛於道路，同時信賴其他道路使用者會遵守交通規

則，現機車騎士違規轉彎，故 A 得阻卻違法。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C)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12 題：【考生號碼：  30069、30120  提】 

1.釋義： 

A 勞工與甲公務員並無基於「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

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刑法第 228 條)，同時 A 並非受甲監督、扶助、照護

之人。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D)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14 題：【考生號碼：  30031  提】 

1.釋義： 

司法警察偵訊非強制處分，故無要求相對人在場、具結義務。另「非」犯罪嫌疑

人等並無權利告知之規範適用，故其未受緘默權保障。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A)

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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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題：【考生號碼：  30069  提】 

1.釋義： 

刑事程序偵查階段「僅」犯罪嫌疑人(包括共犯)，適用緘默權告知之情況或場景，

方有辯護人在場之權利。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C)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18 題：【考生號碼：  30031、30069  提】 

1.釋義： 

最高法院 100 年臺上字第 645 號判決揭示：「…雖非不得委由他人救護，仍應留

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亦應等候檢警等相關人員

確認事故或責任歸屬後，始得離開。否則僅委由他人處理或撥打救護專線請求救

助，或自認被害人並無受傷或傷無大礙，即可不待確認被害人已否獲得救護、不

候檢警等相關執法人員到場處理善後事宜，而得自行離去，自非該法條規範之意

旨。」依本題題旨所示「甲委託其暫時照護乙，並打電話招喚救護車到場救護，

未徵得乙之同意，即先行駕車離開現場」之行為，顯係違反上開最高法院之實務

見解。考生申請釋疑之理由，似有誤解本題之題意。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C)

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無誤 

第 21 題：【考生號碼：  30001、30031  提】 

1.釋義： 

(1) 選項(A)之司機甲駕駛自己保管之公務車輛出遊，僅係違法(規)使用公務車輛，

並非意圖將該公務車輛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據為己有)，故選項(A)不成立侵占罪。 

(2) 選項(D)圖書展覽會之負責人甲，將乙委託僅供該圖書展覽會展出之所有物私自

出售謀利，係屬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故選項(D)可成立侵占罪。 

(3) 其他選項考生未提出釋疑，其公布之正確答案亦無訛誤。 

(4) 考生申請釋疑之理由，似有誤解本題之題意。 

(5) 綜上，本題公布之答案(BCDE)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C D E )無誤 

第 23 題：【考生號碼：  30118  提】 

1.釋義： 

(1) 選項(B)刑法第 164 條之藏匿犯人或頂替罪之犯罪行為人，本非僅以依法有逮捕

權者為限，故選項(B)之敘述正確無訛。 

(2) 其他選項考生未提出釋疑，其公布之正確答案亦無訛誤。 

(3) 考生申請釋疑之理由，似有誤解選項(B)之敘述(釋疑考生誤將脫逃罪之要件誤植

於本題藏匿犯人或頂替罪之要件)。 

(4) 綜上，本題公布之答案(BC)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C )無誤 

第 25 題：【考生號碼：  30118  提】 

1.釋義： 

(1) 選項(D) 被害人向司法警察機關報案，報案並非均屬合法之告訴，告訴之合法

成立要件，亦非必要向司法警察機關報案。告訴之合法成立要件有六，須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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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全部符合方生合法告訴之效力。單純之報案行為與刑事訴訟法上合法告訴

之六項要件並不相同。故選項(D)之敘述係屬錯誤。 

(2) 其他選項考生未提出釋疑，其公布之正確答案亦無訛誤。 

(3) 考生申請釋疑之理由，似有誤解選項(D)之敘述(釋疑考生誤將報案誤植為等同

於刑事訴訟法之告訴)。 

(4) 綜上，本題公布之答案(AC)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C )無誤 

第 26 題：【考生號碼：  30031  提】 

1.釋義： 

(1) 選項(C)刑法加重竊盜罪之「結夥三人」，須在場實施犯罪行為之犯罪行為人有

三人或三人以上，始足當之(即實施共同正犯)。甲僅係參與實施犯罪前之共同謀

議(即共謀共同正犯)，甲並無在場實施犯罪行為(非屬實施共同正犯)，故不成立

「結夥三人之加重竊盜罪」。故選項(C)之敘述係屬錯誤。 

(2) 其他選項考生未提出釋疑，其公布之正確答案亦無訛誤。 

(3) 綜上，本題公布之答案(ABDE)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B D E )無誤 

第 27 題：【考生號碼：  30069  提】 

1.釋義： 

(1) 選項(E)司法警察爲維護公共利益，得公開揭露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

可參照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3 項之規定。選項(E)之敘述，即為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3 項後段之規定。故選項(E)之敘述係屬正確。 

(2) 其他選項考生未提出釋疑，其公布之正確答案亦無訛誤。 

(3) 考生申請釋疑之理由，似有誤解選項(E)之敘述。 

(4) 綜上，本題公布之答案(AE)正確。 

3.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E )無誤 

第 28 題：【考生號碼：  30031、30072、30118  提】 

1.釋義： 

刑訴法第 88 條現行犯逮捕，對象案件並無分罪名輕重、故意過失或告訴條件。同

時，現行犯「得」逮捕，且其目的在於避免證據滅失、逃亡，故若蒐證、人犯保

全完整可不逮捕。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DE)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E )無誤 

第 29 題：【考生號碼：  30118  提】 

1.釋義： 

員警甲錯誤認知有避難事實存在(違法阻卻事由)，但因毀損行為並不處罰過失。因

此，本題公布之答案(BE)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E )無誤 

第 30 題：【考生號碼：  30118  提】 

1.釋義： 

不能安全駕駛與過失傷害，乃出於行為人之同一行為，故答案(E)亦屬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ABCE )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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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題：【考生號碼：  30069、30118  提】 

1.釋義： 

藉由權利告知之技術形式，主要實質保障緘默權、辯護權，且同法規定辯護人未

到場不得偵訊。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ABCE)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B C E )無誤 

第 33 題：【考生號碼：  30069  提】 

1.釋義： 

依據刑訴法第 93 條之 2—93 條之 6，並且限制出境、出海得與具保、責付或限制

住居得併用，故均亦屬替代羈押之處分。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CDE)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D E )無誤 

第 35 題：【考生號碼：  30118  提】 

1.釋義： 

依據刑訴 455 之 37、455 之 47，被害人「訴訟參與」之權益，主要如選任代理人、

表示證據調查意見、科刑意見。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ADE)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D E )無誤 

第 39 題：【考生號碼：  30069、30118  提】 

1.釋義： 

(1)選項(C)司法警察為執行檢察官所命拘提之被告，因民眾舉報被告剛潛逃返回住

處收拾行李準備遠行，情況急迫，為拘提被告，即逕行進入被告住宅內搜索。

選項(C)之敘述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另最高法院 107

年臺上字第 2850號判決亦採相同見解。故選項(C)之敘述係屬正確。 

(2)其他選項考生未提出釋疑，其公布之正確答案亦無訛誤。 

(3)考生申請釋疑之理由，似有誤解選項(C)之敘述。 

(4)綜上，本題公布之答案(ACD)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C D )無誤 

第 40 題：【考生號碼：  30072、30118  提】 

1.釋義： 

依據刑訴法 248 之 1-248 之 3 以及第 219 之 1、256 條規定，另被害人若未提告並

非告訴人，則不可聲請證據保全、聲請再議。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BCD)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C D )無誤 

 

【犯罪偵查學】 

第 15 題：【考生號碼：  30118  提】 

1.釋義： 

水為洗、漂白，暗示洗錢行為，而車手為面交、提領現金。本題題目明確問協助

詐騙集團洗錢者，術語俗稱為水房。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B)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第 24 題：【考生號碼：  30001、30118、30120  提】 

1.釋義： 

(1)題幹所述「經鑑定確認為涉案之射擊槍枝」即指該物證之鑑定結果可個化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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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特定的槍枝，證明其為涉案之射擊槍枝，本題各選項中，只有具備涉案槍枝

之個別特徵的射擊後彈頭和彈殼可達此目的。 

(2)現場採獲之射擊殘跡僅能證明該案件與槍枝射擊有關，射擊殘跡不具備射擊槍

枝的個別特徵，無法個化至涉案槍枝，因此不是正確答案。 

(3)相同廠牌型號槍枝所用彈匣可互換使用，因此彈匣具備類化特徵，可縮小適用

該彈匣槍枝的範圍。掉落現場的彈匣不一定是射擊槍枝案發時使用的彈匣，即

使彈匣刻有槍枝序號，也可能裝填在另一枝相同廠牌型號的未射擊槍枝上，或

未裝在槍枝上，被帶至現場而掉落在現場。因此，掉落之彈匣不是正確答案。 

(4)綜上，本題公布之答案(BD)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D )無誤 

第 27 題：【考生號碼：  30118、30120   提】 

1.釋義： 

(1) 搜尋物證除使用五官進行觀察外，尚須使用各種光源、化學試劑和儀器設備，

以系統化的方法和步驟進行各類物證的搜尋，同時標定搜尋得物證之位置，並

予以編號，以利後續物證記錄和物證採取工作之進行，因此，物證搜尋為現場

勘察人員的專業性工作。初抵刑案現場員警不具備搜尋物證的專業能力，也無

相關的專業裝備，故物證搜尋非屬初抵刑案現場員警的任務。 

(2) 初抵刑案現場員警雖需注意觀察現場跡證的特別情況，如門窗開關等情況性物

證和易消失的暫時性物證等，但此等觀察屬運用五官之初步觀察，並無系統化

的完整性搜尋步驟，也未使用專業性的物證搜尋器材和設備，其工作屬性為現

場初步察看，而非物證搜尋。 

(3) 綜上，本題公布之答案(ABE)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B E)無誤 

第 36 題：【考生號碼：   30120、30135   提】 

1.釋義： 

(1)刑事訴訟法 205-2 條規定：「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

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採取其指紋、掌紋、腳印，予以照相、測量身高或類

似之行為；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毛髮、唾液、尿液、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

證據時，並得採取之。」，其規定在「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採取其

指紋、掌紋、腳印，予以照相、測量身高或類似之行為」和「有相當理由認為

採取毛髮、唾液、尿液、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兩

段文字之間使用的標點符號是分號「；」，而不是逗號「，」。顯示前後兩段文

字分屬「兩個獨立的句子」，僅因兩者「意思上是緊密相連的」，且「下句含有

轉折的意思」，所以才未使用句號將兩者區隔。 

(2)故「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予以採取的只包含「指紋、掌紋、腳印，

予以照相、測量身高或類似之行為」，分號之後的文字已屬另一個句子的內容。

因此分號之後的「毛髮、唾液、尿液、聲調或吐氣」等，必須「有相當理由認

為其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才能予以採取。本題題幹並無「有相當理由認為其

得作為犯罪之證據」之描述，故 A、B、E 都不是正確答案。 

(3)綜上，本題原公布之答案(CD)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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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 D )無誤 

第 39 題：【考生號碼：  30001、30072、30118  提】 

1.釋義： 

依據 104 年 3 月 25 日修訂「爆裂物案件處理要點」相關規定如下： 

第十一點、地區防爆隊支援處理爆裂物或爆炸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

得逕行處理： 

（一）未依本要點程序通報之案件。 

（二）非本要點所處理之爆裂物或爆炸案件。 

（三）管轄機關未派刑事或鑑識人員到場。 

 (四）管轄機關未完成爆裂物或爆炸案件現場疏散、管制或安全防護措施。 

第十二點、發現軍用彈藥，應通報陸軍未爆彈處理單位及憲兵單位依職權處理。

未爆彈鏽蝕，無法辨識彈型或種類，亦無陰謀破壞行為者，由主管保

安或民防業務單位會同相關單位處理。 

其中選項(B)通報疑似有詭雷裝置之土製炸彈，當然是本要點要處理之。選項(C)

外觀有可供辨識之軍用未爆彈，為要點之十二點由軍方處理。因此，本題原公布

之答案(ABDE)修正為(ACDE)。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B D E  )修正為( A C D E ) 

 

四、消防學系 

【消防法規】 

第 40 題：【考生號碼：  36023  提】 

1.釋義： 

依據「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業規定」（110/02/22修正）： 

伍、作業要領之三、為隨時瞭解並掌握災害事故狀況，迅即採取應變措施，符合下

列情形者，指揮中心執勤人員應即時將災害事故通報內政部消防署： 

(1)（七）職業災害：死亡（含無生命徵象）2人以上或死傷及失蹤合計 3人以上。 

(2)（八）陸上交通事故：死亡（含無生命徵象）3人以上、死傷合計 5人以上。 

(3)（一）6.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或最大載客達 10人以上之載客交通工具發生火災、爆

炸。 

(4)（十二）化學災害：危害性化學品洩漏、火災、爆炸之災害或造成人員死亡、無

生命徵象、失蹤或受傷送醫人數達 3人以上。 

(5)（五）溺水：各水域發生溺水造成人員死亡、無生命徵象、失蹤或個案 3 人以上

救援案 

答案選項(A)(C)(D)(E)均符合上述規定，指揮中心執勤人員應即時將災害事故

通報內政部消防署，因此，本題原公布之答案(CD)修正為(ACDE)。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CD )修正為( ACDE ) 

 

五、交通學系 

【交通工程與管制】 

第 26 題：【考生號碼：  38001  提】 

1.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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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生疑義內容及理由：選項 B 與 C，在公路容量手冊中 13.6.1.3，每週期最長等

候車隊之平均長度(選項 C)及剩餘交叉路口間距(選項 B)，當等候車隊延伸到接

近上游交叉口或甚至進入上游交叉口時，上游交叉口之疏解率會受到不良的影

響。延滯時間無法反應此種狀況，所以應考慮利用每週期最長等候車隊之平均

值及剩餘交叉口間距，以評估號誌化路口之運作。13.6.1.4，在分析時，最好也

以每週期最長等候車隊長度(選項 C)以評估績效。本題建議答案更正為(A、B、

C、E)。 

(2)依據 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出處：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民國 100 年 10 月)

頁 13-34 顯示，每週期最長等候車隊之平均長度及剩餘交叉路口間距為評估號

誌化路口的服務水準所運用指標之一，其中，每週期等候車隊之長度等於在該

週期內最後一部停等車輛其車尾離下游交叉口之距離；剩餘交叉口間距指交叉

口間距與每週期平均最長等候車隊之長度之差值，據此資訊可知選項(C)和選

項(B)分別與每週期最長等候車隊和剩餘交叉路口間距之意涵不同，故選項(B)

和選項(C)均非本題正確答案。 

(3)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AE)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E )無誤 

 

【道路交通法規與事故處理】 

第 9 題：【考生號碼：  38001  提】 

1.釋義： 

(1) 選項「(D)路面跡證」不屬於「現場有關之人、天候、路況、環境等資料」中之

「環境資料」。 

(2) 在(A)(B)(C)(D)四個選項中，與「肇事原因」的了解最為相關者是「(B)反應行

為」，也不是「(D)路面跡證」。因為「(B)反應行為」才是事故發生的原因，而「(D)

路面跡證」則僅是佐證該反應行為是否發生的重要跡證而已；因此，有關何種

反應行為才肇致本事故的調查與了解很重要，不能忽略！例如：現場路面上有

輪胎痕、散落物、刮擦地痕等等跡證，但肇事原因是歸屬何方當事人？該當事

人之何種行為所導致？(例如是酒駕？爭搶車道？超速失控？操作失當？未注

意車前狀況？等等)？又該當事人為何會產生該交通行為？等等反應行為面的

問題，蒐證人員應搭配現場跡證的佐證，加以調查清楚完整，俾利於釐清肇事

原因與事實；若僅是蒐集看得到的有形跡證，而對看不到的無形跡證—反應行

為—的調查或蒐證加以輕忽或不重視，則事後的肇因分析或肇事鑑定將很可能

偏離事實或難以釐清事實。 

(3) 綜上，本題原公布之答案(B)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第 27 題：【考生號碼：  38061  提】 

1.釋義： 

申請釋疑考生認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8 項法條並無「正常行為

能力」文字，其實法條但書「心智障礙」除外，即表示要有「正常行為能力」才

處罰。因此，本題原公布之答案(ABE)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B E )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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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題：【考生號碼：  38001、38035  提】 

1.釋義： 

(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五之一條第二項，「違反本條例之同一行為，

依第七條之二逕行舉發後，有下列之情形，得連續舉發：一、逕行舉發汽車行

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度或有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情形，其違規地點相距六公里以上、違規時間相隔六分鐘以上或

行駛經過一個路口以上。但其違規地點在隧道內者，不在此限。二、……」。 

(2) 選項「(A)在高速公路，相距 6 公里時又超速」、「(C)在高速公路，又任意變換

車道」均屬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一項之行為，若欲擬連續舉發時自應遵守本條例

第八十五之一條第二項「其違規地點相距六公里『以上』」之規定。 

(3) 法制用語「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計算。」理由： 

甲、刑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或本刑

計算。」 

乙、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5 條也一樣規定：「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

數計算。」 

丙、法務部法律字第 10303514570 號釋（2014/12/19）：「二、按刑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上開規定，法制用語所稱『以上、以下、以內者』，

包含該本數計算，合先敘明。」 

(4) 綜上，為兼顧「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法務部法律字第 10303514570 號函對法

制用語「以上，包含該本數」之解釋，故本題公布答案(DE)修正為(DE)或

(ADE)。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E )修正為( D E )或( A D E )  

 

六、水上警察學系 

【航海學及輪機學概要】 

第 17 題：【考生號碼：  39026  提】 

1.釋義： 

「進、排氣閥開啟及關閉時間」當然是指何種「因素」決定「某一台」引擎的「進、

排氣閥開啟及關閉時間」。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 (B)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第 26 題：【考生號碼：  39026  提】 

1.釋義： 

ECDIS( Electronic Chart Display and Information System )，是指符合有關國際標準

的航用電子海圖系統。它以計算機為核心，連接定位、測深、計程儀、雷達等設

備。釋疑者所述只是「電子海圖系統」，非完整之「ECDIS」。因此，本題公布之答

案(ABD)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B D )無誤 

第 28 題：【考生號碼：  39026  提】 

1.釋義： 

GPS 系统的 L1 載波頻率為 1575.42 MHz 屬於高頻，無法在水中傳遞。釋疑者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040012&flno=85-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040012&flno=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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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網路產品「Nautilus Lifeline Marine Rescue GPS」使用時潛水者亦須浮出水面

以手舉高產品發射信號，並非於水中使用，請釋疑者詳閱說明書及觀看說明影片。

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ABD)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B D )無誤 

第 29 題：【考生號碼：  39026  提】 

1.釋義： 

題目為《潮汐主要是由於下列何種原因所「引起」的》，也就是在問是哪種「力」

造成了「潮汐」。月球繞地球公轉只會造成每隔一天乾滿潮的時間平均延遲約 50

分鐘，而造成「潮汐」的「力」是地球繞太陽公轉所產生的離心力，和月球引力

配合地球自轉相互消長之後的合力。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AE)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A E )無誤 

 

【海巡法規及國際海洋法】 

第 1 題：【考生號碼： 39026、39031  提】 

1.釋義：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8 條第 1 項規定，領海基線向陸一面的域構成國

家內水的一部分。所以正常基線或直線基線向陸一側的海域均為內水。雖然我國

在 108 年修改海岸巡防法第 2 條關於海域之定義，同時也將「潮間帶」同時屬於

該法「海岸」與「海域」之定義，也留下積極競合的情形。本題考生認為潮間帶

屬於「海岸」後，即會排斥而不會屬於海域，此係對於海域與海岸定義有所誤解。

因此，本題公布之答案(D)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D )無誤  

第 11 題：【考生號碼：  39026  提】 

1.釋義： 

題幹本身已表明「倘若」湖群島向臺灣一側構成內水之水域為「用於國際航行的

海峽」，則就題目所提供「可能」的選項選出比較符合者。申請釋疑考生其所論述

的內容與本題無關連性。尚且，因直線基線所構成的內水，本來就適用於「國際

航行海峽的制度」。因此，本題原公布答案(B)正確。 

2.決議：故本題原公布答案( B )無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