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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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你是警察分局長，於主持臨檢勤務勤前教育時，應指導員警依警察職權

行使法之規定，執行臨檢時，對人民發動查證身分之「要件」、「措施」

及「程序」各為何？（20 分）

二、某偏僻的墓園內發生一件命案，死者全身赤裸，身中多刀，陳屍在墓園

空地，經由指紋比對確認了死者的身分是名中年貴婦，屍體外觀很乾

淨，腳底也很清潔，從沒有太多血跡看來，墓地顯然不是殺害被害人的

現場。試舉出各種可能對偵辦本案有用的證據，並分別說明其作用為

何？（20 分）

三、你帶班執行取締酒後駕車勤務，於攔檢稽查地點部署告示牌及警示設施

完畢後，開始執行時：

如何過濾、攔停車輛及觀察、研判駕駛人？（10 分）

若未依指示停車受檢，而逃逸無法攔停者，應如何處置？（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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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55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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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擔任派出所所長，帶班執行擴大臨檢時查獲甲持有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10 公克，遂將甲帶回派

出所偵辦，甲立即委任律師乙前來派出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偵查中乙與甲，其接見時間不予計入 24 小時計算之事由

有關乙接見之方式，應在警方「監看而不與聞」之狀況下，始足保障甲的秘密接見權

甲係現行犯，遇有急迫情形且具正當理由時，必要時得報請檢察官禁止接見

乙請求調查證據時，應附記於甲之詢問筆錄，由其於筆錄上簽名

2 你是派出所所長，帶領 3 名員警執行路檢勤務，依警察職權行使法攔檢 1 輛自小客車，車內有駕

駛人甲及副駕駛座乘客乙 2 人，經以警用行動電腦進行查證身分時，發現駕駛人甲為詐欺通緝

犯，你應優先採取之處置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要求甲將車輛引擎熄火，但不得對乙查證身分

要求甲將車輛引擎熄火，下車帶至自小客車後方受檢，注意其舉動；並示意其他員警警戒乙

即時拔出警用手槍，開保險，對準甲命令下車接受檢查

立即以無線電報告分局勤務指揮中心，並請求派遣線上警力支援

3 依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件報案單一窗口實施要點之規定，有關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之敘

述，下列何者錯誤？

本轄案件，民眾逕電 110 報案者，仍應依「受理報案 e 化平臺一般刑案作業規定」，開具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

本轄案件，汽車失竊案件，經查證屬實後，另依「車輛協尋電腦輸入作業規定」辦理

非本轄案件，民眾以電話報案者應予以受理並記錄，即時通報並傳送受理報案紀錄至管轄分局

勤務指揮中心處理

非本轄案件，民眾後續提供之相關資料及物證，應以案件已轉送他單位偵辦為由，請其自行提

供給管轄分局

4 你執行巡邏勤務時，發現轄區內一知名網紅甲正騎著一部電動輔助自行車，從前方人行車道迎面

而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未戴安全帽應予舉發

電動輔助自行車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無行駛速率限制

甲行駛人行道未妨礙行人通行且未發生交通事故，不屬於違規行為

甲騎車行進間手持行動電話使用網路開放臉書直播，應予舉發

5 甲趁今年過年期間，臺鐵花東火車票一票難求，期前透過網路大量訂購，打算賺點外快，每張票

以加價 200 元出售不特定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之行為同時觸犯社會秩序維護法及鐵路法，警察查獲後，應優先適用鐵路法

甲因未能適時脫手賣出，以致販售逾期車票，甲可能另涉及刑法詐欺罪

甲以原價轉售予其親友，係屬自用之性質，不違法

甲曾於中秋節以相同方式轉售火車票圖利，該行為已逾 2 個月，無法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及鐵路

法處罰

6 你於執勤中查獲甲男持有二級毒品安非他命，除依毒品現行犯逮捕查處外，並應依據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4 條之 1，對甲男所監護、照顧兒童進行查訪。相關查訪作為，下列何者錯

誤？

調閱甲男全戶戶役政資料，比對檢核戶內有無未滿 12 歲兒童

詢問甲男有無監護、照顧未滿 12 歲兒童，載明筆錄

經詢甲男稱有監護未滿 12 歲兒童現在家中獨處無人照顧，僅須通報社工查訪

經查甲男有監護未滿 12 歲兒童，卻拒絕透露兒童行蹤，應傳真紀錄表通知婦幼警察隊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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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是派出所警員，受命執行甲女遭其夫乙家暴案，法院核定相關物品使用權保護令，於保護甲女

至住居所拿取機車及生活上物品時，對乙男拒絕交付聲明異議之處置，如認其無理由，下列何者

錯誤？

請村里長協助勸說 通知家防官到場協助

於不逾越必要程度下強制取交被害人 停止執行，報請核發保護令之法院裁定

8 A 公司因勞資糾紛，經縣政府協調未成，公司負責人乃貼出公告開除勞方代表，引起勞方不滿，

為要求公司收回成命，由工會幹部甲向轄區分局申請在縣政府前集會；另乙等 10 多名群眾經媒

體報導得知，為聲援勞方，不約而同自發性到 A 公司靜坐抗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可依緊急性集會提出申請，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請書起 24 小時內，以書面通知甲

乙等群眾自發性聚集，無發起人或負責人，無須申請許可或報備

甲、乙之集會活動應個別依法提出申請

由於事起倉卒非即刻舉行無法達到目的，二項活動均無須申請許可

9 你是派出所所長，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指導所屬，對犯罪現場有關救護傷患之敘述，下列何者

錯誤？

警察人員抵達現場後，應視現場狀況，探查是否有人受傷

警察人員護送傷患就醫時，宜於途中詢問案件發生之事實真相，並為必要之記錄

傷患衣物，宜交由其家屬保管，避免遺失

對受傷者，不論其為被害人或加害人，均應迅速予以救護或送醫

10 你帶隊執行巡邏勤務，接獲通報轄區有一部車輛自撞路樹，到場後發現車輛內有一名男子疑似有

施用毒品後注意力不集中的跡象，並且胡言亂語，說要自殺及找人報復等言語，但未於車內發現

疑似毒品以及施用毒品之器具，男子不承認有使用毒品，且堅持要開車離開現場，你應優先採取

下列何種措施最適當？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予以開單舉發

帶回勤務機構，並依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之 2 規定強制其接受採驗尿液

以涉嫌違反刑法第 185 條之 3 予以逮捕，並製作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9 條規定予以管束

11 你接獲分局通報，有人從五樓公寓摔死。你前往轄區該民宅查看，得知死者為中年失業之獨居男

子，平日少與人往來，屍體周邊有一雙拖鞋。關於死者係自殺或他殺，你研判下列何種狀況之他

殺可能性最高？

墜樓事故地點之女兒牆上留有多枚鞋印痕跡

該公寓一樓入口處之監視器顯示有陌生人按門鈴

死者指甲留有非本人之疑似皮膚指屑

死者居家內物品與桌椅明顯凌亂

12 你帶隊於夜間巡邏時，發現對向一輛行駛中機車未開啟大燈，欲回頭攔查該車時，該機車見警回

頭隨即加速逃逸。你們尾隨在後，該駕駛甲於途中某路口前丟出一團衛生紙後，右轉進死巷並被

你們成功攔停。經警用行動電腦查詢該駕駛有多項毒品前科，並帶同返回尋找該駕駛丟棄之衛生

紙團，發現該衛生紙團內有兩支完整包裝之乾淨注射針筒。下列處置作為何者最適當？

因甲有多項毒品前科及疑似施用毒品器具之注射針筒，依現行犯逮捕

經查其有多項毒品前科紀錄，採集甲之尿液送驗

將甲的兩支注射針筒依據施用毒品器具製作扣押筆錄沒入之

經清查未發現有其他具體違法之事證，只能製單舉發後讓甲離去

13 你是派出所所長，到達刑案現場時，有關刑案現場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刑案現場救護傷患時，應儘量避免破壞現場，如確屬無法避免時，應為必要之記錄

初抵刑案現場應縝密巡視觀察，俾利發現犯罪嫌疑人，並即時追捕

於刑案現場逮捕犯罪嫌疑人時，應立即帶離；於刑案現場以外之處所逮捕時，不可帶回現場

刑案現場封鎖範圍及層數，初期封鎖之範圍應窄，待初步勘察後，視實際需要再行界定封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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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你是分局偵查員，準備詢問 1 名被逮捕之性侵害犯罪嫌疑人甲，筆錄製作之前，甲表示要選任辯

護人，下列情況之處置，何者最適當？

等待辯護人抵達的時間內，為爭取時效，應進行非正式之案情詢問

經通知辯護人後，逾 4 小時仍未到場，即可開始進行詢問筆錄製作

詢問案情與筆錄製作時，如辯護人欲陳述意見，應禁止其發言

如辯護人要檢閱本案衛生紙證物，可允許目視檢閱，但不得觸摸

15 你帶班執行取締酒駕勤務，發現汽車駕駛人甲酒後駕車，其經測試檢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

升 0.25 毫克，並有同車乘客乙、丙、丁時，下列處置方式何者正確？

同車乘客乙、丙、丁均不予製單舉發

乙若未滿 18 歲，除舉發外並通知家長

丙若為 65 歲車主時，明知甲有飲酒駕車而不予禁止駕駛，除依法舉發外，並吊扣該汽車牌照

2 年

因同車乘客人數眾多，經研判現場警力恐難處置時，可先行登錄資料，事後舉發

16 你承辦分局交通業務時，針對民眾檢舉交通違規案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民眾檢舉案件距違規行為終了日 10 日內，應依違規事實舉發

針對未具名檢舉案件，只要檢舉事實具體明確，仍應舉發

法人或持有居留證之外籍人士，只要可以確認其身分存在，仍應受理其檢舉，不得拒絕

均應再行調閱路口監視器畫面佐證，以確認檢舉人檢舉之違規事實

17 你在執行取締汽車裝載超重勤務時，因目視一輛趨近的砂石車滿載，且車輪明顯凹陷，合理懷疑

有超載情事，經攔下發現該車核定之總重量為 35 公噸，經過磅總重高達 53.85 公噸，下列處置

作為與程序何者正確？

倘未有其他嚴重危害交通安全情事，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

舉發單上要註明「責令改正」，製單後始得放行

過磅後倘駕駛人提出要求，為免爭議，應施以複驗

當場禁止其通行或卸貨分裝

18 你是分局交通事故案件承辦人，在受理民眾申請道路交通事故資料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為進行後續民事訴訟，請求提供他造當事人之住址資料，不予提供

保險公司辦理理賠業務，受委託請求提供他造當事人姓名、住址資料，不予提供

當事人為鑑定需求，請求提供他造當事人之個人資料，不予提供

當事人員工受當事人委託請求提供他造當事人姓名、地址資料欲作為申請調解使用，應予提供

19 某日，派出所員警甲在值班時，有一對父母親心急如焚地帶他們未成年女兒乙到派出所報案，指

述乙女昨天因與網友相約出遊，不料該網友竟在乙女的飲料中加入迷藥，在乙女意識不清的情況

下遭到該名網友性侵得逞。有關甲對本案的處理，下列處置何者最不適當？

通知醫護人員到場驗傷

通知分局性侵害專責處理小組人員到派出所處理

將該案知會分局家防官

必要時，派員協助現場戒護及證據保全

20 你是交通分隊長帶班執行計畫性酒測勤務時，攔下一部汽車，請其搖下車窗，見駕駛人滿臉通紅，

酒氣衝鼻，遂請其下車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定。駕駛人下車之際，同時從車內取出一罐啤酒（酒

精成分 4.5%），在員警面前迅速喝下。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因已無法測得駕駛人攔停前駕駛期間之體內實際酒精濃度，免予酒測放行

等待 15 分鐘後，提供礦泉水請駕駛人漱口，再對其實施酒測，並依測試檢定結果處理。如仍

拒不配合，以拒測處理

直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第 3 款予以舉發

依刑法第 135 條妨害公務罪嫌逮捕移送法辦



類科名稱：

11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
11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警察情境實務(包括警察法規、實務操作標準作業程序、人權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試題
代號：55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國境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公共安全人員、行政警察人員、警察法制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警察資訊管理人員
、刑事警察人員、刑事鑑識人員、交通警察人員電訊組、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行政管理人員

單選題數：2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C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B D D D C D B C D

C D B C C D D A CD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