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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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報案稱，甲在包包內裝有數百公克之 K 他命、夾鏈分裝袋及帳冊等，晚上至
某 PUB 伺機販售。你是巡邏警網之帶班警員，與同事抵達現場後，即認出曾有販
毒前科的甲，當時其包包置於桌下，外觀上並無任何異狀。你要查證身分時，甲
主動出示身分證件，你在調查甲可能涉嫌意圖販賣毒品，處理時須注意那些事
項？（20 分） 

二、警方接獲情資，通緝犯甲出沒於一間民宿，你前往緝捕時，甲聞風從頂樓逃逸後，
闖入隔壁公寓並持槍挾持乙女，警方持續與甲對話，但甲無意釋放乙，竟致電媒體，
此時現場聚集圍觀民眾及採訪媒體。你視現場環境及事實需要，應採取那些刑案現
場封鎖措施？（20 分） 

三、你前往處理 A2 類交通事故時，於事故車輛所扣留之車裝監視錄影設備（俗稱行車

紀錄器），可能提供你那些訊息，有助於肇事重建與釐清肇事原因？（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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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分局違序案件業務承辦人，關於違序案件處罰之執行，下列作為何者錯誤？ 

裁定拘留確定之案件，通知被處罰人到場執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報請簡易庭簽發拘票強制

其到場 

被拘留人現罹患疾病，因執行致身體健康有重大影響者，應停止其執行 

裁處罰鍰確定之案件，應於確定後即以執行通知單，通知被處罰人依限完納 

申誡之執行，被處罰人在場者，以言詞予以告誡；其未在場者，應將處分書或裁定書送達之 

2 你於值班時受理民眾甲申請交通事故資料，下列案件何者可發給「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在大賣場地下停車場之車道上與他車發生車禍 

在蘇花公路開車途中突遇落石致車輛損壞之車禍 

因車故障停於路邊，下車檢查時忘記拉手煞車，導致滑行壓傷自己 

在農地上駕駛農用搬運車不小心壓傷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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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正處理一件 A1 類交通事故，被害者臟器外露已當場死亡，其身上並無證件，身分尚待查證，你現場已

完成處理蒐證時，對於屍體之處置下列何者正確？ 

交由先到場之殯葬業者處理 

檢察官未到場相驗前不得移動屍體 

報請檢察官同意後，通知公立殯儀館前來接運屍體 

通知救護車送往醫院 

4 你是派出所警員，正服機車巡邏勤務，晚間在某巷道發現甲鬼鬼祟祟窺伺附近他人住戶，於是你上前盤

查，要求甲出示身分證件，經勸告後，甲仍拒絕。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等相關規定，你決定將他帶回派出

所繼續查證身分，下列何者處理方式最適當？ 

告知甲關於提審之權利，填寫、交付「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通知書」及通知甲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並同時報告派出所所長或分局長 

告知甲關於提審之權利，填寫、交付「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通知書」及通知甲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並同時報告該管勤務指揮中心 

應即向該管派出所所長或分局長報告，並通知甲指定之親友或律師，以貫徹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 

應即向該管勤務指揮中心報告，並通知甲指定之親友或律師，以貫徹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 

5 甲不慎遺失護照，親自前往派出所報案，派出所受理報案的員警應該完成的作業流程為何？ 

製作訪談筆錄，請遺失人填寫「遺失案件證明申請書」後，再移請分局辦理 

製作訪談筆錄，請遺失人填寫「遺失案件證明申請書」後，逕由派出所處理 

不需製作訪談筆錄，請遺失人填寫「遺失案件證明申請書」後，再移請分局辦理 

不需製作訪談筆錄，請遺失人填寫「遺失案件證明申請書」後，逕由派出所處理 

6 你是派出所警員，因轄內交通幹道旁檳榔攤販售小姐穿著清涼，甚至以裸露身體方式招攬生意，你奉命

取締。下列何者已具備完整之違序構成要件？ 

於公共場所，任意裸體，不聽勸阻 

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放蕩之姿勢，而有妨害善良風俗，不聽勸阻 

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任意裸體或為放蕩之姿勢 

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任意裸體或為放蕩之姿勢，而有妨害善良風俗 

7 你處理一起 A2 類交通事故，自小客車駕駛人甲疑似酒後駕駛，但明確表示拒絕接受吐氣酒精濃度檢測，

下列對於駕駛人甲酒精濃度檢測的處置何者最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對甲實施強制抽血並製作觀察紀錄表，隨案移送檢察官偵辦 

告知甲拒測的法律效果予以製單舉發，並陳報檢察官實施強制抽血檢測 

通報偵查隊，由偵查隊陳報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對甲強制實施檢測 

勤務人員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將甲強制移由醫療機構實施檢測 

8 你為了查辦最近在轄區發生之犯罪案件，打算利用線民協助蒐集特定對象之資料，下列作法何者錯誤？ 

以書面敘明相關規定事項，陳報所長核准 

線民的真實姓名應予保密，並以代號為之 

需查核該線民之忠誠度與信賴度、工作與生活背景及其合作意願與動機等事項 

製作相關之文書需線民簽名時，請該線民捺指印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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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甲在餐廳持槍殺人後逃逸，由於餐廳老闆與甲熟識，於警方製作證人筆錄時，心中難免忐忑不安，你在

詢問餐廳老闆時，下列注意事項何者不適當？ 

注意其是否有證人保護法之適用 

主動告知其得拒絕證言 

需製作對甲的指認筆錄 

製作筆錄時同時錄音，對於重要之陳述應即請檢察官複訊 

10 你擔服派出所值班勤務時，接獲民眾電話檢舉轄區某書店陳列販售色情寫真集，下列何者不是優先處置

事項？ 

報告所長 

填寫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報告分局勤務指揮中心 

通報線上巡邏員警前往處理 

11 你於勤區查察時，得知甲涉嫌於上個月在商業廣場前搶奪女會計的皮包，下列處置何者最適當？ 

向檢察官報告獲准後再實施偵查 

等待被害人提出告訴再實施偵查 

等待直屬長官指示後再實施偵查 

立即開始調查，並將結果報告上級長官 

12 你是分局偵查佐，受理民眾報案遭持槍強盜案，有事實足認強盜案涉嫌人之通信紀錄於本案之偵查有必

要時，在無急迫情形下，你應該如何調閱通信紀錄？ 

直接發文向手機門號所屬電信公司調閱 

直接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調取票 

直接向該管地方檢察署聲請核發調取票 

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調取票 

13 你是派出所警員執行巡邏時，發現青少年雙載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遂開啟警車警示燈、警鳴器，示意

該青少年停車，惟該青少年反而加速逃逸，時速高達 80 公里，請問下列反應作為何者適當？ 

緊追在後，喝令青少年停車受檢 

對空鳴槍，喝令青少年停車受檢 

為免發生意外，不宜攔檢，任其離去 

錄下車號及違規事實，逕行舉發，並通報線上警網注意 

14 你是航空警察局偵查佐，得知甲將自境外以吞食及塞肛之方式夾帶海洛因，並從桃園國際機場入境之情

資。當甲入境時，為確認甲是否以人體夾藏方式走私毒品，有必要帶甲至醫療院所照 X 光，你應採取那

項措施最為適當？ 

向檢察官聲請核發對甲之拘票，將其拘提到案 

向法院聲請核發對甲之搜索票 

向法院聲請核發對甲之鑑定留置票 

對甲逕行拘提並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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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你執行巡邏勤務，發現某汽車修理業在道路上停放承修之車輛，遂依法填製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通知單。請問你填製通知單時應將汽車修理業者移送何機關處理？ 

車籍地處罰機關 

駕籍地處罰機關 

戶籍地處罰機關 

行為地處罰機關 

16 某路口設有固定式照相機取締汽車闖紅燈違規之行為，該固定式照相機於 4 月 1 日拍攝到多輛汽車闖紅

燈，你依法逕行舉發時，依據現行法令規定，下列那些日期後不得製單舉發？①8 月 10 日 ②6 月 10

日 ③4 月 28 日 ④7 月 4 日 

① ③ 

①④  

①②④  

①②③④  

17 機車騎士甲在他的行向號誌燈號轉換為黃燈時，仍續行超越停止線進入路口，當甲騎至路口中間其行向

的紅燈剛亮起，1 秒鐘後甲通過路口，隨即追撞路口外紅線暫停的大貨車，該起交通事故發生過程被監視

器清楚拍下。有關甲通過路口的交通行為之認定，下列何者正確？ 

甲通過路口整體駕駛行為，並未違反交通號誌管制 

黃燈已亮甲仍超越停止線進入路口，明顯已構成闖黃燈違規 

紅燈已亮甲仍位於路口中間，明顯已構成闖紅燈違規 

甲通過路口整體駕駛行為，明顯已構成違反交通號誌管制 

18 你執行取締酒駕臨檢勤務時，攔下自小客車駕駛甲靠邊受檢，但當你欲執行盤查時，甲卻緊閉車窗及車

門拒絕接受稽查，下列何種處置最適當？ 

表明身分後，即以強制力破壞車窗（門），促其下車受檢 

表明身分後，開立不服稽查違規通知單，置於車窗（門）後，促其駛離 

表明身分後，以書面文件置於車窗（門）明顯處告知事由，促其受檢 

直接通知開鎖人員及拖吊車至現場實施強制處分 

19 甲於投票所投票時，在圈票處拿出手機拍攝已圈選好的選票，當場被工作人員發現報警處理，甲到案後

供稱，拍照僅供留下紀念而已，你是受理本案的員警，應依何法處理？ 

無禁止規定 

集會遊行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20 某團體負責人甲欲從新北市新莊區棒球場集合群眾，遊行經過三重區，進入臺北市大同區、中山區至中

正區之立法院前靜坐，甲向你請教該向那些主管機關提出集會遊行之申請，你應如何答覆？ 

分別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申請 

向共同上級機關之內政部警政署申請 

分別向新莊分局、三重分局、大同分局、中山分局及中正第一分局申請 

分別向新莊分局及中正第一分局申請 



類科名稱：

１０７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１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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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交通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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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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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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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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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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B # B D A B C

D D C D B A C D AD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備　　註： 第5題答Ａ或Ｃ者均給分。

標準答案：答案標註#者，表該題有更正答案，其更正內容詳見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