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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10 年警佐班第 41 期 (第 1、2、3 類 ) 

招 生 考 試 試 題 

科目：刑法及刑事訴訟法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 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 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 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 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6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關於緩起訴，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緩起訴處分期間為 1 年以上 3 年以下，其期間自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算 

 (B)追訴權之時效，於緩起訴之期間內，停止進行 

 (C)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檢察官得依職權

或依告訴人之聲請撤銷原處分，繼續偵查或起訴 

 (D)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

之損害賠償 

2. 關於審判中被告之卷證資訊獲知權，依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

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  

 (B)被告於審判中經法院許可者，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但有(A)選項但書

情形，或非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者，法院得限制之 

 (C)對於(A)、(B)選項之但書所為限制，被告不得提起抗告 

 (D)持有(A)選項卷宗及證物內容之人，不得就該內容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 

3. 關於不得上訴第三審（《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752 號解釋，《刑法》第 320 條竊盜罪之案件，就經第一審判決有罪，而

第二審撤銷原審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規定不得上訴第三審部分，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

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 

 (B)《刑法》第 335 條侵占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但第一審法

院所為不受理之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者，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

之人得提起上訴 

 (C)《刑法》第 339 條詐欺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但第一審法

院所為無罪之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者，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

人得提起上訴 

 (D)依前述但書規定上訴，經第三審法院撤銷並發回原審法院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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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刑事訴訟法》之鑑定留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因鑑定被告心神或身體之必要，得預定 14 日以下之期間，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他適當之處所 

 (B)鑑定留置票，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審判中由法官簽名 

 (C)鑑定留置之預定期間，法院得於審判中依職權或偵查中依檢察官之聲請裁定縮短或延長

之。但延長之期間不得逾 4 月 

 (D)對被告執行鑑定留置者，其鑑定留置期間之日數，視為羈押之日數 

5. 警察甲涉犯《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第一審法院於民國 109 年 5 月 24 日將訂於

同年 5 月 29 日 11 時之第一次準備程序期日傳票送達甲，另於同年 11 月 6 日進行審判期日程

序。甲於法院 109 年 5 月 29 日行準備期日已詳為陳述，並就卷內相關卷證資料均同意有證據

能力，於其後之審判期日復為相同供述且已參與辯論，甲對於上開審判期日就審期間不足並無

異議。案經二審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涉犯的案件屬於《刑法》第 61 條所列各罪，故不得上訴第三審 

 (B)甲涉犯的案件非屬《刑法》第 61 條所列各罪，且因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故得上訴第三審 

 (C)甲涉犯的案件非屬《刑法》第 61 條所列各罪，雖因訴訟程序違背法令，但對判決結果顯然

無影響，故不得上訴第三審 

 (D)甲涉犯的案件非屬《刑法》第 61 條所列各罪，且因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故得上訴第三審 

6. 《刑法》第 78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於判

決確定後六月以內，撤銷其假釋。」依司法院釋字第 796 號解釋，其違反下列何項憲法原則？ 

 (A)明確性原則 (B)比例原則 (C)不當連結原則 (D)罪責原則 

7. 下列何種情形，甲成立《刑法》第 27 條第 2 項準中止未遂？ 

 (A)甲基於殺人故意而將乙亂砍十幾刀後隨即離去，乙經路人報警送醫，幸未死 

 (B)甲基於殺人故意而將乙亂砍十幾刀後，突心生悔意，故甲乃以手機打電話叫救護車；但在

救護車抵達前，乙已被路人送醫救治，乙幸未死 

 (C)甲基於殺人故意而將乙亂砍十幾刀後，突心生悔意，故甲乃以手機打電話叫救護車；但在

救護車抵達前，乙已被警察送醫救治，可惜仍因傷重致死 

 (D)甲基於殺人故意而將乙亂砍十幾刀後，突心生不忍而立即迅速急救，但乙仍因傷重不治而死 

8. Uber 司機甲因過年期間生活作息紊亂，大年初六開工上班時精神不濟，為了提神，喝了 2 瓶

保力達 P 後，開始一天工作。孰料保力達 P 仍然不夠力，途中不時精神恍惚，突然不小心撞擊

清晨路跑的乙。由於甲的車速頗快，乙被撞飛起來後，頭部著地，甲趕緊停車下來查看，附近

路人見狀立即報警前來處理，但乙因頭部大量出血不治身亡。甲經警察酒測，呼氣酒測值超出

每公升 0.25 毫克以上。問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A)不能安全駕駛罪與業務過失致死罪，想像競合 

 (B)不能安全駕駛致死罪 

 (C)不能安全駕駛罪與業務過失致死罪，數罪併罰 

 (D)不能安全駕駛罪與過失致死罪，數罪併罰 

9. 砂石車司機甲深夜駕駛砂石車行經 N 市環市道路，在十字路口路口轉彎處，砂石車車後輪不

慎擦撞到騎乘機車外送餐飲的 A。A 人車倒地受傷，但甲卻全然未覺，繼續往前行駛，經路人

B 報警後，始被警察攔截。問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 

 (A)甲成立過失傷害罪與肇事逃逸罪 

 (B)甲僅成立業務過失傷害罪 

 (C)甲僅成立過失傷害罪 

 (D)甲成立業務過失傷害罪與肇事逃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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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刑法》第 185 條之 4：「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者，處……」，其中有關「肇事」，

依司法院釋字第 777 號解釋，違反下列何項憲法原則？ 

 (A)明確性原則     (B)罪刑相當原則 (C)罪刑法定原則 (D)法律保留原則 

11. 甲心疑其妻 A 女外遇，為能掌握 A 女行蹤，於其使用車輛上安裝 GPS。依實務見解，甲之行

為應如何論罪？ 

 (A)甲該當竊聽之妨害秘密罪     (B)甲該當竊錄之妨害秘密罪 

 (C)甲該當窺視之妨害秘密罪 (D)甲該當錄影之妨害秘密罪 

12. 《刑法》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

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違反下列何項正當程序論理？ 

 (A)法律明確性原則    (B)罪刑相當原則 

 (C)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D)重覆評價禁止原則 

13. A 新年期間瘋簽樂透彩，花光自己帳戶 50 萬元均未兌中獎項，考量日後難向配偶說明金錢流

向，乃向警局報案遭人盜領。試問 A 的該當犯罪？ 

 (A)背信罪     (B)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C)詐欺罪 (D)誣告罪 

14. 甲從事某外送服務公司，某日於運送途中逕將客戶託送包裹拆開，取走筆記型電腦。試問依實

務見解，甲應負何項罪責？ 

 (A)竊盜罪    (B)背信罪 (C)普通侵占罪 (D)業務侵占罪 

15.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刑事訴訟法》規定得

以詢問犯罪嫌疑人或證人。試問有關兩者之程序機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均無真實義務 (B)均無緘默權利 (C)均有具結義務 (D)均有在場義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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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辯護人於偵訊過程在場   (B)確保辯護人檢閱卷宗 

 (C)確保辯護人於搜索扣押時在場 (D)確保辯護人對質詰問權 

17. 《刑事訴訟法》「偵查不公開」適用的主體對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被害人     (B)被告 (C)媒體記者 (D)告訴代理人 

18. 司法院釋字第 631 號解釋，有關監聽法制正當程序之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有法律明確規範為已足     (B)檢察官乃獨立客觀司法機關 

 (C)強調應符合重罪原則 (D)司法審查應於實施前事先為之 

19. 甲至百貨公司購買商品，店主乙交予甲供其觀看，甲趁乙轉身入內備貨，即攜帶商品逃逸。依

實務見解，甲應依何罪名論處？ 

 (A)竊盜罪     (B)侵占罪 (C)搶奪罪        (D)詐欺罪 

20. 民國 86 年 11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 77 條第 2 項規定：「無期徒刑裁判確定前逾一年

部分之羈押日數算入前項已執行之期間內。」（嗣 94 年 2 月 2 日修正公布同條時，移列同條

第 3 項，僅調整文字，規範意旨相同），其中有關裁判確定前未逾 1 年之羈押日數不算入無期

徒刑假釋之已執行期間內部分，依司法院釋字第 801 號解釋，違反下列何項憲法原則？ 

 (A)罪刑相當原則    (B)平等原則 (C)明確性原則 (D)法律保留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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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甲與 A 共買大樂透中獎百萬元，但甲向 A 推說代購彩券遺失，卻交給妻乙由其兌領獎金。另

妻乙知悉夫甲與 A 共買，但不知彩券遺失之說。試問依實務見解，甲、乙該當罪責？ 

 (A)甲成立侵占罪   (B)甲成立詐欺罪 

 (C)乙成立侵占罪幫助犯 (D)乙成立詐欺罪幫助犯 

 (E)乙無罪 

22. 有關《刑法》第 32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攜帶兇器而犯之，依實務見解，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本條屬加重結果犯 

 (B)行為人主觀上有持以兇器壓制被害人之意圖 

 (C)兇器客觀上具有危險性，足以傷害人之生命身體 

 (D)兇器不以行為人取出使用為必要 

 (E)兇器應出於行為人計畫，而於犯罪場所外攜入者為限 

23. 甲侵入民宅涉犯強制性交罪，於離開犯罪現場時雖極力掩飾行蹤，但其背影仍經門口監視錄影

機拍攝，警方旋即公布該錄影帶並懸賞 10 萬元，徵求提供影中人之線索。試問有關刑法自首

條文規範，以下何項說明該當適用？ 

 (A)甲委託友人代向警局申告犯罪事實，並約定 1 星期後到案 

 (B)甲委託友人代向警局申告犯罪事實，但遲遲不到案後經警逮捕 

 (C)甲自行到案說明其為影中人，但對後續偵訊則保持緘默  

 (D)甲自行到案說明其為影中人，惟其目的乃領取懸賞獎金 

 (E)後甲經受裁判，但法院考量案罪情節等，並未減輕甲之刑責 

24. 員警據報 A 與友人於 KTV 唱歌狂歡，有使用毒品助興，經前往調查發現 A 等人於某包廂飲

酒作樂，且有塑膠「燒焦」氣味，但未見到可疑物品。員警依辦案經驗研判現場情況，認有搜

索 A 所攜行李之必要。員警可能的執法依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依《刑事訴訟法》第 128 條之 1 取得搜索票實施搜索 

 (B)依《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附帶搜索 

 (C)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 項第 3 款逕行搜索 

 (D)逕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2 項緊急搜索 

 (E)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之 1 同意搜索 

25. 員警以「媒介性交易罪」申請搜索票，並持以於飯店房間搜索嫌疑人 A。過程中，有 1 名男客

B 於鄰近房間出來，坦承在房內與女子性交易，經警方敲門後發現房內有人發出聲響惟未開門

回應，為防止湮滅證據逕行搜索該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B 男所在房間屬搜索票範圍     (B) B 男所在房間可附帶搜索 

 (C) B 男所在房間可逕行搜索 (D) B 男所在房間可緊急搜索 

 (E) B 男所在房間可同意搜索 

26. 甲、乙某日兩人意圖行竊聯手破壞門扇侵入 A 宅，惟因行跡敗露打傷 A。若 A 向警察提告：「僅

對甲侵害財產損失行為。」則其告訴範圍，包括下列何項： 

 (A)甲之加重竊盜行為   (B)甲之傷害行為 

 (C)乙之加重竊盜行為 (D)乙之傷害行為 

 (E)乙之侵入住宅行為  

27.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36 號解釋，現行刑事訴訟程序規定之證人義務，以下說明何者正確？ 

 (A)到場義務     (B)陳述義務 

 (C)守密義務 (D)真實義務 

 (E)誠實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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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被告甲將其犯罪計畫、過程記載於筆記本中，經員警於偵查過程查獲扣押。有關本項筆記本相

關犯罪記載內容，依我國現行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屬供述證據     (B)屬自白證據 

 (C)屬物的證據 (D)屬傳聞證據 

 (E)屬傳聞例外 

29. 司法警察實施偵訊過程取得自白或不利陳述，下列何項情形原則上無證據能力？ 

 (A)犯罪嫌疑人委任律師尚未到場仍予以偵訊 

 (B)通知到場犯罪嫌疑人未告知緘默權 

 (C)通知到場犯罪嫌疑人未告知得委任辯護人 

 (D)逮捕到場犯罪嫌疑人未告知罪名 

 (E)犯罪嫌疑人未同意夜間偵訊 

30.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法官於該管案件有下列何種情形，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A)法官曾為被害人之配偶者     (B)法官曾與被害人訂有婚約者 

 (C)法官曾為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者 (D)法官曾為被害人之輔佐人者 

 (E)法官曾為鑑定人者 

31. 下列何種情形，屬於「視為撤銷羈押」？ 

 (A)羈押期間已滿，仍未經起訴者     (B)羈押之被告受緩起訴處分者 

 (C)羈押之被告，經諭知無罪者 (D)羈押之被告懷孕時 

 (E)羈押之被告，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者 

32. 關於傳喚，下列何者正確？ 

 (A)偵查中，傳喚主體為檢察官 

 (B)傳喚，一律須使用傳票 

 (C)對於鑑定人亦得傳喚 

 (D)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拘提之 

 (E)證人已由法官合法訊問，且於訊問時予當事人詰問之機會，其陳述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者，

不得再行傳喚 

33. 辯護人甲基於辯護策略考量，與被告 X 共同央求共同被告 Y，就其於檢察官有關 X 犯罪供述

內容「再次考量」，並於審判中「翻供」而為虛偽陳述，以配合 X 的虛偽供述而免其自身受罰。

就 X 犯罪審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X 虛偽陳述構成偽證罪 (B) Y 虛偽陳述構成偽證罪 

 (C) X 央求 Y 構成偽證罪教唆犯 (D) Y 僅供述不一致不構成偽證罪 

 (E)甲辯護人基於辯護策略考量，不構成偽證罪教唆犯 

34. 關於辯護人之接見通信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辯護人在偵查中或審判中均得接見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 

 (B)如有具體事證足認其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者，得限制辯護人與羈押

被告之接見通信 

 (C)限制辯護人與羈押之被告接見或互通書信，應使用限制書，偵查中由檢察官簽名核發，審

判中由法官簽名核發  

 (D)辯護人亦得與偵查中受逮捕之犯罪嫌疑人接見通信，但接見時間不得逾 1 小時且以 1 次為限 

 (E) (D)選項之接見，檢察官遇有急迫情形且具正當理由時，得暫緩之，並指定即時得為接見之

時間及場所。該指定不得妨害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正當防禦及辯護人之在場與陳述意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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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關於限制出境、出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B)被告有相當理由足認為有逃亡之虞 

 (C)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虞者 

 (D)除被告住、居所不明而不能通知者外，限制出境出海通知書至遲應於為限制出境、出海後

6 個月內通知 

 (E)偵查中由檢察官決定，審判中由法官決定，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期間亦同 

36. 下列何者屬於加重詐欺罪之加重事由？ 

 (A)攜帶兇器而犯之 

 (B)冒用政府機關名義而犯之 

 (C)以廣播電視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D)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E)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而犯之 

37. 關於《刑法》沒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沒收既非刑罰，亦非保安處分 

 (B)遇有法律變更者，沒收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C)不屬於犯罪行為人之供犯罪所用之物，第三人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得沒收之 

 (D)犯罪行為人逃匿者，其犯罪所得得單獨宣告沒收 

 (E)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應沒收之。但有特別規

定者，依其規定 

38. 關於警察之到場詢問通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 

 (B)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證人到場詢問 

 (C)到場通知書，由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簽發，其應記載之事項，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71

條第 2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之規定 

 (D)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命拘提 

 (E)證人因傳喚到場者，除確有不得已之事故外，應按時訊問之 

39. 下列何者成立賄賂罪？ 

 (A)警察甲向電玩業者 A 索賄不成  

 (B)建管人員乙於過年前收受違章建築屋主 B 紅包 5 萬元而允諾延後拆除 

 (C)分局長丙定期收受保全業者 C 餽贈紅酒、名錶、名牌襯衫等 

 (D)X 監獄的監獄官丁接受好友 D 的請託與價值 5 萬元的洋酒一箱，而為 D 之子 d 向 Y 監獄的

昔日同僚丑說情，替在 Y 監獄服刑的 d 協助安排「優質的」的獄友與差事，丑在不知丁收

受洋酒一事的情況下，全力協助 

 (E)關務人員戊在與報關行業者 E 談好今年三節打點相關人員之價錢時，已被檢調人員監聽鎖

定，在清明節尚未給錢之前，提早收網 

40. 甲偽造政府為了刺激消費而印製發行的「三倍券」，問甲之行為符合下列何種犯罪？ 

 (A)偽造貨幣罪     (B)偽造有價證券罪 

 (C)偽造公文書罪 (D)偽造特種文書罪 

 (E)偽造度量衡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