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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你是派出所所長，依分局規劃地點帶班執行路檢勤務時，發現一部自小客車左右搖

晃，看見駕駛人疑似使用手機通話，經員警攔停之後： 
    你應指揮員警執行那些措施？（10 分） 
    若該駕駛不願下車並將車門上鎖拒絕受檢，將如何處置？（10 分） 

二、甲乙返家欲於門前路旁停車，因車流頗大，甲下車指揮乙倒車，乙停妥後發現甲被

撞倒於車後底盤下方，甲經送醫急救不治，乙報警處理，你是交通分隊長前往處理。 
    該事故是否為道路交通事故？理由為何？（10 分） 
    本事故現場調查蒐證程序與刑事案件處理有無差別？理由為何？（10 分） 

三、為防制飆車活動，警察局訂有「便衣偵防車錄影（照相）之隱性勤務」，可於非假

日執行，以便查抄飆車族車牌建立資料。你是交通分隊長，帶領著警員、替代役男，

三人著便衣執行定點守望勤務，將偵防車停於郊外路邊；晚上 9 時許，替代役男拿

著相機朝經過之機車以閃光燈拍照，約 15 分鐘後，有一機車駕駛人甲帶領著 5 輛

機車共 10 名年輕人，手拿棍棒來勢洶洶的到達執勤現場。此時，你會採取何種處

置？（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5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你擔任值班勤務時，受理某女遭手機簡訊方式之性騷擾報案，下列何者為正確處置方式？ 

製作詢問紀錄時，不採用調查筆錄格式 

本案適用「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辦理 

製作詢問紀錄（筆錄）時，申訴人真實姓名須使用代碼 

依規定將調查結果函知該女戶籍地之警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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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是偵查隊分隊長，深夜於執行肅竊專案勤務時，經埋伏逮捕竊盜現行犯甲，後續你得採取之措施，下列何者正確？ 
應於逮捕之時起 16 小時內，將甲解送檢察官訊問 
被害人若表示不願追究時，得於製作訊問筆錄後將甲釋放 
得視需要，對甲加戴有警徽標誌之安全帽 
應告知甲得拒絕陳述其人別資料 

3 甲駕駛 35 公噸半聯結車載運鋼筋行駛在路上，發現前方有警察設站攔檢，乃將車暫停於路旁伺機而動，

你帶班巡邏經過該車加以稽查，甲出示鋼筋出貨單記載重量 40 公噸，對於超載行為何種處置最適當？ 
半聯結車無行駛行為不能舉發 依法舉發半聯結車違規超載 
以規避攔檢拒絕稽查為由舉發 帶回隊部調查超載屬實後再舉發 

4 你帶領員警甲執行巡邏勤務時，接獲通報轄區捷運出口處攤販聚集，你們到達現場處理時，攤販皆拒絕

出示證件並大吵大鬧，引起路人圍觀，場面難以控制，下列何項處置最不適當？ 
嚴守分際，不隨之起舞  立即請求支援，以優勢警力執法 
使用警械，嚴正執法  適時運用各項器材蒐證 

5 你接獲線報稱在某旅館房間內有人在施用毒品，經你查證可能性甚高，並聲請搜索票獲准，乃攜搜索票

赴該旅館搜索，該房間有傳出交談聲但房門深鎖，為打開該房門並有效完成搜索，下列何項處置最適當？ 
表明警察身分，說明來意，請其開門後，出示搜索票並實施搜索 
會同旅館服務員，並由服務員請其開門後，出示搜索票並實施搜索 
破門而入後，出示搜索栗並實施搜索 
在門外守候，等待其外出後再入內實施搜索 

6 你是派出所所長，對員警處理護送有傷害自己之虞的精神病患時，下列何項處置程序不適當？ 
同時通知衛生、消防單位派員前往協助處理 
通知消防或衛生單位提供救護車護送就醫 
轉介衛生、消防單位人員直接護送醫療機構就醫 
查明精神病患身分 

7 派出所在取締妨害風化（俗）案件時，對獲准居留外籍配偶於營業場所內單純從事坐檯陪酒，並收取坐

檯費用者，若刑法或社會秩序維護法尚無處罰之規定，則該派出所應作何種程序之處理？ 
將該等外籍配偶請回，無須處理 具保後，將該等外籍配偶飭回 
函請內政部移民署依權責處理 函請內政部警政署依權責處理 

8 你是警察分局負責正俗業務巡官，某日至轄區內某汽車旅館臨檢稽查時，查獲私娼甲與嫖客乙姦宿於房

間內，經詢乙已交付甲新臺幣 5,000 元，本案之交易金額 5,000 元應如何處理？ 
宣告沒收 宣告沒入 發還給甲 發還給乙 

9 你與警員甲擔服 20 時至 22 時巡邏勤務，發現停於路旁可疑之自用小客車，懸掛疑似失竊車牌，然因該

車貼有深黑色隔熱紙，當在進行查證時，該車發現警車時立即發動並加速駛離，甲見狀立即尾隨在後，

並通報分局勤務指揮中心支援，下列有關處理程序何者錯誤？ 
以麥克風告知該車靠路邊受檢 
通報勤務指揮中心該車車號、車種廠牌、顏色等 
實施攔截圍捕時對空鳴槍喝令停車 
支援人員應善用號誌引導該車至車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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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你是分局偵查隊偵查員，接獲熟識的民眾電話報案，轄內某珠寶店剛發生搶案，搶匪疑似有兩人，均手

持槍枝，並已駕車逃逸，請你趕過去，此時你的優先處置為何？ 

盡速前往案發地點，以了解真實情況 

立即通報勤務指揮中心，進行攔截圍捕 

向該民眾盡量問清楚案件細節與案發地點，再前往現場處理 

立即趕至現場以緝捕現行犯 

11 當接獲勤務指揮中心通報轄內發生 A2 類交通事故，你帶領同仁抵達現場，發現傷者坐在路中央，所幸傷

勢不重，下列何者為最適當的處理作為？ 

先檢視傷者，並將其迅速移動至路邊安全之處所等待送醫 

先進行事故現場之警戒安全措施後，再視傷者情況並做適當之通報 

先進行傷者之現場定位後，再將傷者移動至路邊安全處所等待救護送醫 

先進行事故現場之警戒措施，接著照相定位後，再移動傷者至路邊等待就醫 

12 婦人甲委託徵信社蒐集其夫婚外情證據，某日凌晨 l 時許，甲與徵信社人員順利尾隨及拍攝到其夫與另一

女子牽手進入該女之住處，甲除要徵信社人員密靜地守住前後門，並立即到該轄區派出所報案。你是派

出所所長，該如何處理？ 

關懷安撫甲情緒，通知渠長輩到場協助，勸和為主，不宜積極介入家庭糾紛，以備案處理 

因有時間急迫性，渠口頭報案即可逕行派員會同前往，待查獲妨害婚姻事實，視甲是否提出告訴，始

製作筆錄 

先確定婚姻存續關係及告訴意願，填寫切結書後，派員隨同甲前往現場 

受理報案並開立報案三聯單，第 1 聯交甲收執後，第 2 聯通報分局勤務指揮中心，請求派遣警力會同

甲前往處理 

13 你前往處理甲、乙二車之 A2 類交通事故，抵達現場時，發現甲車駕駛已先行離開，甲車乘客 1 名留在現

場，乙車駕駛陳述甲有酒駕之情形，下列處置，何者最優先？ 

立即對甲車乘客實施酒精濃度檢測 

依法對乙實施酒測，並設法聯絡甲回到現場實施酒測 

勘查甲車內是否有酒味，以確認乙陳述之真實性 

詢問甲車乘客，以確認甲是否有酒駕之情形 

14 你帶班執行巡邏勤務，接獲勤務指揮中心通報，有機車騎士甲逆向行駛影響用路人行車安全，你抵達現

場攔停甲，發現疑似身上有酒氣，下列何種是錯誤的作法？ 

要求甲出示駕照、行照，並舉發其逆向行駛之違規行為 

查證該車輛是否為失竊車輛 

避免執勤時發生危害，逕行對甲搜索 

要求甲出示駕照、行照並實施酒測 

 



代號：50130-50530
50730-51030
51230-51330

頁次： 4－4 
15 你偵辦一起工作職場性侵案件，甲女稱乙男在 2 個月前對她性侵，並提出乙男事後道歉及賠償的簡訊作

為憑證，檢視簡訊內容未與性侵有關，而通知乙男到案說明，其矢口否認性侵，表示道歉及賠償係工作

上的糾紛，另指曾拒絕甲女告白，其懷恨在心所以誣告他。因案件相隔已久，遂請測謊專家協助，經測

謊結果，乙男對性侵甲女的問題上有不實反應。你如何解讀此測謊結果？ 

不實反應表示乙男做人不實在，與本案無關連 

測謊之科學性薄弱，難以從此不實反應證實乙男涉案 

表示乙男對相關案情未完全說實話，仍需其他證據以連結犯罪行為 

不實反應顯示有說謊，可直接與犯罪行為進行連結 

16 你帶班執行巡邏勤務，接獲勤務指揮中心通報，有群青少年騎機車在道路上飆車，且持球棒亂揮，你率

員攔停該群青少年後，下列何者是最優先的處理作為？ 

依規定舉發其飆車違規行為 

立即有效制止暴力，並衡量警力人數俟機逮捕 

如為未滿 14 歲者，立即通知家長帶回 

如為未滿 18 歲者，得公布其法定代理人姓名 

17 民眾報案指稱有一自用小客車長期停於路邊停車格內未移動，你前往處理發現該車車體髒污、鏽蝕、破

損，外觀上明顯失去原效用，並以電腦查詢車號，確認該車不是失竊、協尋車輛，你應採取下列何種處

置？ 

認定該車為違規停車，於擋風玻璃雨刷處夾放逾時違規停車通知書 

認定該車為廢棄車輛，於車體明顯處張貼清理通知書 

認定該車為廢棄車輛，逕行通知環境保護局辦理移置作業 

認定該車為道路障礙，通知拖吊車協助拖吊移置 

18 你帶班執行巡邏勤務，發現一裝載散裝貨物（非定量包裝貨物）之大貨車疑似超載，經攔停檢查後，查

該駕駛人未隨車攜帶出貨磅單，其出貨公司在 1 公里路程內，且 1 公里路程內有地磅處所。為確認並舉

證該大貨車有無超載之情節，下列何種處置最適當？ 

請駕駛人自陳裝載重量，並加以記錄 

陪同駕駛人至出貨公司，拿取出貨磅單作為證據 

令駕駛人駕車前往該地磅處所，強制過磅取得證據 

丈量貨物之體積，調查貨物之密度，據以核算貨物之重量 

19 你帶班執行勤務，發現一輛計程車在禁止臨時停車路段違規停車載客，乃攔停該違規車輛以查驗證照，

該計程車駕駛人有下列何種行為，你得以認定其不服稽查取締？ 

拒絕出示駕照、行照  拒絕於舉發單上簽名 

拒絕收受舉發單  違反禁止臨時停車規定 

20 你身為聚眾活動安全維護分區指揮官，授命執行驅離任務時，下列何者錯誤？ 

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維安目的之達成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維安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採取驅離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維安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執行驅離時，為達成維安目的可採取最便利之手段，且可超越必要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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