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9年特種考試
交 通 事 業 鐵 路 人 員 考 試 試 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交通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情境實務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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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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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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與派出所同仁前往某夜店執行臨檢勤務，盤查至一間包廂，內有甲等

3 位客人酒氣薰天，甲見警察即大聲咆哮、拒絕臨檢，作勢驅趕警察，

手足揮舞失控撞倒服務生。此時你與同仁把甲強制帶回派出所，因甲極

力抗拒，此時，依法對甲實施管束、使用警銬之要件及注意事項為何？

（20 分）

二、某國小老師甲接獲不明郵件，內容盡是辱罵、恐嚇文字，次日於學校網

頁公布欄也遭張貼移花接木之甲裸照，並加註誹謗文字。甲向警方報案，

經查該郵件及貼文之 IP 位置為同校老師乙住處。你負責調查本案，向轄

區地方檢察署及法院聲請乙住處搜索票獲准，在乙住處執行搜索扣押

時，應注意那些事項？（20 分）

三、民眾甲檢舉民眾乙於巷口違規停放自小客車，甲以已向警方報案為由，

使用機車及身體阻擋，致乙無法駕車離去。你到場處理發現二人爭執，

乙以三字經大聲辱罵甲。請問你到達現場後，依甲、乙當時的情況，應

立即採取何執法作為？又如甲拒絕身分查證，得依何法令採取那些作

為？如甲非但不配合，並出拳毆打你，你如何依法處理？（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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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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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載：「某甲騎機車因臉色紅潤，被警方攔檢酒測，但甲拒測，警方依法開單告發，甲不服一狀

告到法院，法官發現警方開單前，並未告知甲拒測的法律效果，而是在開單後才『補通知』，執

法程序有重大瑕疵，判決撤銷罰單。」有關拒絕酒測之取締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全程錄音、錄影，蒐集相關事證

應於告發拒測前，詳細逐一告知拒測所有的罰則，缺一不可

檢測數值超過法定標準時，當事人有權要求依拒測處罰，以維程序正義

製單舉發後，應當場移置保管其車輛及暫代保管其駕駛執照

2 你是派出所員警，在受理民眾報案時，有關開立報案三聯單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無刑案現場致不能勘察確認所報案情是否成案，而報案人堅持索取報案三聯單時，受理機關得

以書函等書面文件，核實答覆

立即偵破移送之案件，得免開立三聯單

民眾單純提供犯罪線索或情資，不須開立報案三聯單

告訴乃論案件，如不提告訴但報案人要求發給報案證明時，應開立刑案受理紀錄表交付之

3 你執行路檢勤務時，經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之規定，攔停一部車輛開始盤查，在符合第 8 條

之法定要件時，你得採取之職權措施，下列何者不適當？

查證乘客之身分

要求開啟引擎蓋

要求駕駛人及乘客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強制駕駛人及乘客離車

4 你是警勤區員警，於執行勤區查察勤務時，依警勤區訪查作業規定執行該項勤務，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治安顧慮人口拒絕查訪時，得以側訪或其他方式實施

發覺可疑犯罪跡象或無法實施查訪時，得以間接方式觀察並記錄可疑處後，提供所長列為勤務

規劃重點

實施訪查勤務後，得提前 40 分鐘返所，將當日訪查概況註記於勤查系統之戶卡片副頁或記事

卡副頁

發現未設籍之他轄治安顧慮人口，應建立暫住人口戶卡片，依規定執行查訪

5 你在執行勤區查察勤務時，有熱心民眾反應某戶出入複雜，且大門經常深鎖，可能對該社區有治

安疑慮，經你現場觀察該住戶，卻未發現任何異狀，下列何項後續作為最適當？

婉轉告知民眾自求多福，繼續家戶訪查工作

商請民眾按鈴進入屋內，查看有無犯罪及不法行為，再視實際狀況作應有的反應

返所立即清查該戶人口、車輛資料，請大樓管理員協助監控，並告知所長該戶的狀況

直接敲該戶大門進入屋內，如有發現犯罪及不法行為立即以無線電通知支援警力到場加以逮捕

6 甲女至派出所報案指稱：同事乙男對其表達愛慕之意，經其明確拒絕仍持續追求，昨日下班途中

發現乙男尾隨，經勸阻仍跟隨至住家，因不堪其擾，請求警方查處。你受理本案，下列處置何者

最正確？

被害人自行勸阻符合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者」

之勸阻要件，應即進行查處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之勸阻須由員警以書面為之，提醒甲女注意己身安全，並於第

一時間報案

乙男並未碰觸到甲女身體，尚無不法，請甲女持續蒐證，如發現不法即刻報警

乙男所為已妨害甲女行使權利，涉及刑法第 304 條強制罪，應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到案，

以避免再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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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是分局偵查佐，發現有逃學逃家少年與犯罪習性之人交往，下列處置何者錯誤？

依曝險少年移送該管少年法院處理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進行通報

可轉請學校依據學生輔導法提供輔導

可轉請少年輔導委員會進行輔導

8 你是分局偵查佐，偵辦少女裸照遭網友於網路平臺散布案，依據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

得請網路平臺業者保留，並提供警察機關調查的相關資料範圍，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網頁資料 特定網友個人資料

所有會員資料 網路使用紀錄

9 民眾報案，轄內有人在公園內鬧事，經查係甲號召乙、丙、丁至公園與戊、己、庚等 3 人談判後

打群架，依刑法第 149 條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以社群通訊軟體號召乙丙丁共同前來，構成「聚集」行為

如戊己庚等 3 人，持刀、棍、棒球棒等危險物品，現場叫囂，屬意圖為強暴脅迫行為，要加強

蒐證

員警到場處理，現場指揮官命令解散，其形式不拘，口頭命令解散即可

 3 次命令解散可以接續不斷地發布，不須間隔

10 你為分局派出所巡邏員警，線上接獲通知轄內發生街頭聚眾鬥毆案件，你聯絡其他同事共同前往

現場處理，下列處置作為何者錯誤？

對現行犯以強制力加以逮捕法辦

對於在現場未明顯違反刑法或社會秩序維護法者，非管束無法預防其傷害時，得依警察職權行

使法予以管束

如鬥毆致傷害而雙方不提告者，得讓渠等離去

現場滋事份子全部帶回製作筆錄，離開現場者亦要迅速循線一一通知到案、追查到底

11 你正偵辦一件詐欺集團案，經調閱集團犯嫌通信紀錄，你如何利用通聯分析研判犯嫌交往密切之

對象？

分析手機序號

分析基地臺之位置及行經路徑

通話次數多寡及通話時間之長短

通話對象號碼之申租人年齡是否與犯嫌年齡相近

12 你是分局偵查隊偵查佐，佈建線民（第三人）蒐集毒販販毒事證及幕後金主，下列處置作為何者

錯誤？

交付線民任務以前，給予必要之訓練

書面報告警察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線民之真實姓名以代號記錄，予以保密

運用線民秘密蒐集資料之期間不得逾 1 年，且不得延長

13 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防疫期間，有關警察執行取締酒後駕車交通稽查勤務時，內政部

警政署為確保執勤同仁與民眾安全所採行因應的措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暫停酒精檢知器（棒）之使用

執勤員警全程配戴口罩、手套

酒精檢測器使用後須以酒精消毒

全面暫停取締酒駕勤務

14 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案件，警察當場開單舉發違規，若遇被舉發人拒絕簽章或拒收罰

單時，應於通知聯記載何事項，即可視為違規者已收受並具合法送達效力？

於通知聯記載「當事人拒簽、拒收，已有告知相關規定」

通知聯「記明事由」並記載「當事人拒簽、拒收」

通知聯「記明事由」及「交付時間」，並記載「當事人拒簽、拒收」

通知聯「記明事由」及「交付時間」並「告知其應到案時間及處所」，同時記載「當事人拒簽、

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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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你深夜正執行稽查酒後駕車勤務，發現駕駛人甲臉色潮紅，甲堅稱他的膚色本來就比較紅，絕無

喝酒，且抱怨經常被攔下檢測非常不滿，當場提出異議，下列處置何者最不適當？

暫停執行，依甲陳述理由，輔以其他徵候判斷，再決定是否實施呼氣檢測

告知甲若不配合檢測，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拒絕檢測舉發

強制將甲移由醫療或檢驗機構，實施抽血檢測

告知甲這是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之法令規定，請其配合檢測

16 你與同事執行路檢勤務，經攔查一部車速忽快忽慢的可疑車輛，該車不聽攔停，反而加速逃逸，

你與同事當下判斷予以進行追蹤稽查，並向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勤務指揮中心指示應注意終止追

蹤稽查的時機，注意自身及用路人之安全，有關終止追蹤稽查的時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交通違規稽查目的已達成時

經該管勤務指揮中心、長官命令終止時或接獲其他任務時

逃逸車輛速度過快、無法掌握逃逸車輛去向，或其他依當時情形認為目的無法達成，經員警判

斷以停止實施為適當者

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追蹤稽查，遇逃逸車輛進入快速公路上，仍可繼續尾隨追蹤，直至無法掌握

逃逸車輛去向時

17 「道路交通事故」係指因汽車、動力機械或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在道路上行駛，致有人受傷或死亡，

或致車輛、動力機械大眾捷運系統車輛、財物損壞之事故，下列有關交通事故定義之要件與適用

範圍之敘述，何者錯誤？

至少肇事一方是汽車或動力機械

須有行駛的交通行為

公寓大廈之地下停車場亦為道路範圍

須出於過失或毫無過失之行為

18 你擔任備勤勤務，奉派處理一件 A3 車禍，處理即將完成時，當事人詢問你相關資料的提供時程，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事故 7 日後，方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

事故 14 日後，方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照片

事故 30 日後，方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19 你是派出所的備勤人員，經所長指示你整理派出所的寄存訴訟文書，將過期的訴訟文書依規定處

理，你將相關訴訟文書區分成民事、刑事及行政等類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訴訟文書逾 2 個月者，得逕予銷燬

民事訴訟文書逾 2 個月者，得逕予銷燬

刑事訴訟文書逾 2 個月者，得逕予銷燬

訴訟文書封套加註其內為證物者，應退回原寄法院

20 你為分局偵查隊偵查佐，偵辦販毒案時，拘提逮捕藥頭犯罪嫌疑人甲及乙，有關解送 2 名犯嫌作

業，下列作為何者錯誤？

與解送單位先行聯繫，確定解送交接事項

對甲、乙搜身並上戒具

檢查移送卷宗及贓證附件，避免錯漏

為避免甲、乙勾串，令 1 名犯嫌坐於前座副駕駛座，1 名犯嫌坐於後座



類科名稱：

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9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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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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