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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犯罪剖繪為偵辦刑事案件重要之偵查技術，下列敘述何者非犯罪剖繪之特性？ 
犯罪嫌疑人犯案不具有連續性 人格反映犯罪現場 
犯罪行為具有習慣性  犯罪手法及犯罪工具具有特殊性和穩定性 

2 利用白天觀察住戶動態，找對講機逐樓逐戶按門鈴，若住戶無人回應，則利用小張貼紙或用筆在對講機
按鈕做記號，這種犯罪手法，屬下列何種類型竊盜犯徵候？ 
演習型徵候 詐欺型徵候 駐足型徵候 標籤型徵候 

3 警察對於經常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得以現有之攝影或其他科技工具蒐集資料，資料保存除因調查
犯罪嫌疑或其他違法行為外，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時起多少時間內銷毀？ 
 1 年內  2 年內  3 年內  4 年內 

4 警察出於治安考量，實施攔檢、盤查等勤務作為，均須以人權保障為執法前提，並要符合程序正義，下
列攔檢、盤查敘述何者正確？①實施臨檢等勤務，必須根據主觀做合理判斷 ②路檢盤查為掌握時效，且
已穿著警察制服，不必告知事由 ③合理懷疑係依據警察執法經驗，所做成之合理推論 ④路檢盤查應著
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 
僅②③ 僅③④ 僅①② ①③④ 

5 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2 條規定，所稱犯罪組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至少 3 人以上 
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 
最重本刑逾 3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 
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

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 
6 依法拘提、逮捕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經令其出示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時，仍無法查驗身分，或無法出示

相關證明文件，必要時得加強身分驗證，下列採取方式，何者正確？①通知被告、犯罪嫌疑人之家屬前
來指認 ②通知被告、犯罪嫌疑人之朋友前來指認 ③採取指紋，循個人身分識別系統（PID）查驗 ④拍
攝相片影像，調取口卡片、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之相片影像資料核對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②④ 

7 有關通訊監察之規定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內，每 10 日至少作成 1 次以上之報告書，向檢察官及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法

官說明監聽行為之進行情形 
有事實足認犯罪嫌疑人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司法警察機關得報請該管檢察官以口頭通知執
行機關先予執行通訊監察 
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對最重本刑 1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認有調取通

信紀錄之必要時，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調取票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有關已發通訊監察書，其繼續之監察期間，最多不得逾 6 個月  

8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規定，關於遴選第三人蒐集資料時，應陳報到何人後才准實施？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警察分局長 刑事警察大隊偵查隊長 警察分局偵查隊長 

9 警察機關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以通知書通知證人到場說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現為或曾為犯罪嫌疑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應告

知得拒絕證言 
與犯罪嫌疑人訂有婚約者，應告知得拒絕證言 
通知證人之通知書應於應到時間之 18 小時前送達之 
證人經通知到場者，應依原定時間及處所即時詢問，不得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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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經濟詐欺犯罪案件管轄責任區分，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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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帳戶開立人戶籍地之警察機關負責偵辦 
涉及帳戶匯款之案件，同時涉及當面取款詐欺案件者，統一由帳戶開立人戶籍地之警察機關為主辦單位 
涉及境外匯款、外籍人士金融帳戶或無記名儲值卡，以被害人第一次匯款地之警察機關主辦 

11 有關詢問犯罪嫌疑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當場製作調查筆錄 
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應全程連續錄影 
詢問時應有耐心，切勿期望一次即可獲得正確而完整之供述 
除經被詢問人明示同意者外，有急迫情形者，亦不得於夜間行之 

12 有關刑案移送用紙規定格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少年事件用報告書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用移送書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用報告書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用移送書 

13 計程車司機甲與自用小客車駕駛乙在臺北市文林路上（士林警察分局轄區）行車發生擦撞糾紛，二人下
車理論，乙從車內取出水果刀砍殺甲一刀，甲負傷上車駛離，乙繼續追殺，至臺北市大度路（北投警察
分局轄區）將甲攔下，再砍殺甲多刀重傷倒地後離開，此時路過民眾以行動電話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10
報案，勤指中心通報北投警察分局前往處理。甲經救護車送往馬偕醫院淡水分院（淡水警察分局轄區），
甲到院前死亡。下列管轄責任區何者正確？ 
士林警察分局 淡水警察分局 北投警察分局 由刑事警察局指定 

14 依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規定，第三人（俗稱線民）管理措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蒐集目的達成者終止合作 交付簡要案情狀況 
查核事項包括其財力及生活背景 適時檢討其工作成效 

15 依警察機關辦理去氧核醣核酸及指紋作業規定，警察機關辦理 DNA 採樣工作任務分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刑事警察局辦理 DNA 樣本銷毀及資料刪除 
刑事警察局辦理 DNA 建檔比中報告管理及追蹤 
刑事警察局管理 DNA 樣本之儲存及調取 
刑事警察局辦理 DNA 樣本之分析、鑑定及出具鑑定書 

16 刑案生物跡證處理，有關保存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肌肉、骨骼、人體組織等，宜冷藏保存 
肌肉、骨骼、人體組織等，立即送鑑者，可冷凍暫存 
血液、尿液等液態物證，冷藏保存 
血液、尿液等液態物證，冷凍保存 

17 一般計畫性槍擊案會發生在人煙較少處與人煙較少時，由槍擊聲可得知案發的時間與地點，由於係計畫
性犯案，在槍擊案發生的前後，兇手可能與幕後主使者聯絡，此時調閱何種通信紀錄較有助於案件發展？ 
單向 雙向 手機序號 基地台 

18 在偵辦手機竊盜案時，調閱何種通信紀錄可查得正在使用此手機的電話號碼？ 
單向 雙向 手機序號 基地台 

19 在犯罪偵查過程中所獲得的涉案情資，可以視為犯罪物件，每一個犯罪物件具有時間與地點兩種資訊。
由兩毒品犯罪者的移動軌跡中，在進行毒品交易時，其犯罪物件的時間分別為 t1 與 t2，犯罪物件的地點分
別為 x1與 x2，下列何者正確？ 
 t1=t2且 x1=x2   t1≠t2且 x1=x2  t1=t2且 x1≠x2   t1≠t2且 x1≠x2 

20 在犯罪偵查的應用上，全球定位系統 GPS 訊號傳送的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衛星→電腦→訊號接收器→行動通訊 電腦→行動通訊→訊號接收器→衛星 
衛星→行動通訊→訊號接收器→電腦 衛星→訊號接收器→行動通訊→電腦 

21 經常被查獲之毒品製造工廠，常在郊區、人煙稀少空屋之環境製造，其原料若為麻黃素，是製造那種毒品？ 
海洛因 嗎啡 甲基安非他命  K 他命 

22 依刑案現場數位證物蒐證手冊規定，有關刑案現場數位證物之扣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執行扣押時，以扣押整套電腦設備為宜，包含電腦主機、螢幕、鍵盤、電源線及其他連接線等設備 
扣押物品時，不宜使用原扣押物的包裝或紙箱，以免扣押證物受損，影響其證據力 
扣押電腦應符合比例原則，尤其網路公司應特別注意其影響層面 
光碟片、記憶卡、隨身碟等電腦輔助記憶體之數量應確實清點，詳載於扣押物品目錄表，並避免置於

強光、高溫、磁場附近及灰塵場所 
23 依提審法及相關法律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人民被逮捕、拘禁時，逮捕、拘禁之機關應即將逮捕、拘禁之原因、時間、地點及得依提審法聲請提
審之意旨，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至遲不得逾 24 小時 

逮捕、拘禁之機關，應於收受提審票後，24 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交 
提審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逮捕、拘禁機關之人員違反書面告知之事項，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第 2 項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42 條強制到場，不屬提審法

之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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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第 5 條第 2 項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犯下列何種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後，再

犯才應接受去氧核醣核酸之強制採樣？ 
刑法第 277 條第 2 項之傷害致人於死或致重傷罪 刑法第 278 條重傷罪 
刑法恐嚇及擄人勒贖罪章之罪 刑法竊盜罪章第 321 條之罪 

25 依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執行職務聯繫辦法規定，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逮捕或拘提犯罪嫌疑人後，檢、
警共用時間之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檢察官 6 小時，警察機關 18 小時 檢察官 8 小時，警察機關 16 小時 
檢察官 10 小時，警察機關 14 小時 檢察官、警察機關各 12 小時 

26 實施刑案現場保全，應視案件情況及人員裝備，下列措施何者錯誤？ 
實施現場封鎖，非經現場指揮官同意，任何人不得進入 
實施現場封鎖，必要時派員於封鎖線內警戒 
實施現場封鎖，進入現場者，須著必要之防護裝備 
室外現場宜使用帳篷、雨棚或其他物品保全跡證 

27 刑案現場處理，現場物證例如現場氣味、溫度、火焰或煙霧的顏色、物品冷熱或乾濕狀態等，下列物證
種類敘述何者正確？ 
型態性物證 移轉性物證 關聯性物證 暫時性物證 

28 筆錄經受詢問人確認無誤後，詢問筆錄記載末行簽名之順序，下列何者正確？①詢問人 ②受詢問人    
③記錄人 ④在場人 
②①③④ ①②③④ ②①④③ ①②④③ 

29 實施犯罪偵查有關跟蹤、監視勤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跟蹤乃為對特定之人、事、地、物等對象實施秘密而持續觀察，屬暗中靜態觀察 
實施跟蹤應守秘密，注意本身安全，並隨時保持適當距離，不使對象脫離視線 
實施跟蹤應針對不同時地等因素隨時變換偽裝，並運用適當器材、交通工具 
跟蹤目的在發現犯罪嫌疑人之不法行為，並掌握可能犯罪證據及共犯 

30 從作案場所、足跡、物色之狀況、被竊物品之數量與輕重、指紋、痕跡等狀況研判，下列對竊案做何種
判斷？ 
是否為習慣犯 目的物之關係 現場地緣關係 有無共犯 

31 關於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證人到場詢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證人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除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外，亦得作為證據 
無根據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要一併予以記錄 
為使其陳述明確或判斷真偽，得為適當之詢問，但證人拒絕作證時，不得勉強 
詢問證人可暗示，但應儘量避免妨害自由陳述之問話 

32 關於犯罪偵查應遵守的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實施偵查應依主觀判斷，掌握機先，發揮功能 
實施偵查人員如與被害人或關係人員具有認識關係，應予迴避 
專業、形象、風紀、人權為警察偵查犯罪應遵守之原則 
實施偵查之人員，必須公正無私，崇法務實，執行任務 

33 依採驗尿液實施辦法第 12 條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受尿液採驗人，尿液檢體須達 50 毫升 
尿液檢體溫度未達攝氏 32 度或超過攝氏 38 度者應重新採尿 
尿液檢體內有浮懸物存在或顏色顯有異常者應重新採尿 
採尿前，應先洗手、烘乾 

34 依各級警察機關處理刑案逐級報告紀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屬重大竊盜案件？ 
失竊物總價值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案件 失竊物總價值新臺幣 80 萬元以上案件 
失竊物總價值新臺幣 60 萬元以上案件 失竊物總價值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案件 

35 依各級警察機關處理刑案逐級報告紀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屬特殊刑案？ 
擄人勒贖案件 故意殺人案件 對物或場所之槍擊案件 強盜（含海盜）案件 

36 通緝犯為求脫逃追捕，竄入具有外交豁免權之駐華國際機構內，有關警察搜捕之作為或處置，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為求時效關係，直接入內搜捕 非經檢察官同意，不得入內搜捕 
報請外交部同意，即可入內搜捕 非經該國際機構負責人同意，不得入內搜捕 

37 關於「查處毒品案件作業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電話報案，應製作偵詢筆錄並應填寫「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現場如係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向管轄地方法院檢察署聲請搜索票執行取締 
查獲毒品犯罪現場有多名關係人，應一併帶回偵訊並列為犯罪嫌疑人，採集尿液送驗 
將嫌犯、身分證明、證物、筆錄、尿液等相關案卷證物移送分局偵查隊辦理移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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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你負責偵辦一件洗錢案件，欲清查犯罪嫌疑人是否將贓款匯至親友同事的銀行帳戶。下列那一個公開的
資料庫或網站，可以了解某一犯罪嫌疑人的同事或董監事關係？ 
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whois 資料庫 
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 

39 刑案現場數位證物蒐證手冊第 8 條關於刑案現場數位證物，其他處理注意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電腦主機：蒐證伺服器時，宜指出取證範圍，並注意異地資料之取得 
行動裝置：現場查扣行動裝置，應開啟飛航模式或隔絕其通訊及網路功能 
儲存裝置：除掃毒程式外勿複製任何檔案至儲存裝置，以保持證物完整性 
網路設備：應立即拔掉網路線避免資料外傳，並蒐集相關資料 

40 依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警察人員對可疑之人盤查時，應特別注意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聲請搜索票，立即規劃盤查勤務 
以不配帶槍彈及著戴防彈衣、盔為原則 
盤查、取締對象有二人以上時，應先將其分開 
執行取締、盤查人民身分時，若有明顯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足以自殺、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

者，亦不得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41 犯罪心理剖繪，是從犯罪者與被害者，和犯罪情境互動後所留下的心理痕跡，進一步過濾人犯之刑事偵

查技術，下列何者是最適合的刑案？ 
竊盜案件 性侵害案件 詐欺案件 強盜案件 

42 從犯罪資料庫案例分析可以發現同一犯罪嫌疑人所犯的案件之間可能存在關聯性，若吸毒者常因吸毒缺
錢而犯強盜案等，利用下列那一種技術可以找出犯罪案件之間的關聯性？ 
共犯分析（Accomplice Analysis） 關聯分析（Association Analysis） 
犯罪熱點分析（Crime Hotspots Analysis） 犯罪旅程分析（Journey-to-Crime Analysis） 

43 關於痕跡證物之處理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輪胎、鞋類印痕之採取，除一般之現場攝影外，先放置比例尺平行近攝印痕之細部紋路，以利比鑑，
並視印痕特性以適當方法採取之 
先拍攝車輛之整體外觀與胎紋之細部紋路，並注意附著其上之生物跡證應先行採取，胎紋拓印以不取

下輪胎，再鋪適當厚度之墊襯物後，逕壓印輪印於不透明片、紙板或紙張為宜 
刑案現場工具痕跡之採取，先放置比例尺拍攝相關位置及紋路後，將痕跡所在之物體取下，並註明待

鑑處等相關資料 
送鑑相關工具痕跡及物證，遠離磁場干擾、避免碰撞 

44 偵查犯罪中有關案情研判旨在瞭解犯罪嫌疑人與其動機、犯行、過程及發展，其中如何實施犯罪問題，
應瞭解犯罪之過程及究明犯罪嫌疑人進出路線、使用工具等，係屬下列何者問題之研判？ 
犯罪之動機 犯罪之性質 犯罪之工具 犯罪之方法 

45 你受理某一所學校被入侵遭勒索比特幣案件，被害學校提供一入侵來源 IP address。下列何種網路上公開
的工具或程式可查詢該 IP address 的領域名稱，從領域名稱上即能獲知該 IP address 所屬的 ISP 或機構？ 
 NSLOOKUP  Ping  Traceroute  Netstat 

46 你持法官核發之搜索票率隊前往某一製毒工廠搜索，於搜索現場（簡稱甲處）發現製毒工具，然未查獲
毒品。經詢問被搜索人毒品去處，被搜索人答稱毒品置於對街的倉庫內（簡稱乙處，為被搜索人所有）。
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可逕赴乙處搜索，扣押毒品，搜索扣押筆錄之執行處所應載明於甲處 
可逕赴乙處搜索，扣押毒品，搜索扣押筆錄之執行處所應載明於甲處及乙處 
將搜索意旨及搜索範圍告知被搜索人，經被搜索人同意搜索乙處並製作筆錄後，再搜索乙處、扣押毒

品 
不論被搜索人是否出於自願性同意，均不得前往乙處搜索，需另聲請乙處之搜索票執行搜索 

47 你獲報有一涉殺人案件之通緝犯在客運轉運站出現，你率隊前往逮捕，請問下列逮捕通緝犯作業程序何
者正確？①搜身 ②人犯、案卷陳報分局偵查隊 ③查證身分 ④製作通緝犯調查筆錄 ⑤處理情形登記於
工作紀錄簿 
①③④②⑤ ①③②④⑤ ③①②④⑤ ③①④②⑤ 

48 關於警詢筆錄在程序要件上應記載之法定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夜間詢問之徵詢意見  被詢問人到場之方式 
給予犯罪嫌疑人對證物表示意見 犯罪嫌疑人之刑事責任 

49 下列何者不是「處理性侵害案件檢察機關及法院引用之證據種類參考」所列之項目？ 
簡訊照片  現場照片 
飛機或高鐵之旅客名單  汽車旅館之住宿旅客名單 

50 伺服器的 IP 位址為 192.160.1.132，此 IP 位址共有多少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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