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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行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員（選試英語）、外事警察人員（選試日語）、 刑事警察人

員、公共安全人員、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 交通警察人員電訊

組、警察資訊管理人員、刑事鑑識人員、國境警察人員、 警察法制人員、行政管理人員  

科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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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申論題部分：  

一、深夜你帶班巡邏，發現甲在某銀樓店外東張西望、來回走動，行跡可疑，你及同仁立即下車

查證甲之身分，惟甲不願意配合，大聲叫囂並質疑你們憑什麼要查證其身分，你應如何處

理？ 

【擬答】： 

    依據執行巡邏勤務中盤查（檢）人車作業程序之規定：對人之要件（警察職權行使法第六條

第一項）：一、合理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

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三、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

身分之必要者。四、滯留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預備、著手實施重大犯罪或有人犯藏匿之處所

者。五、滯留於應有停（居）留許可之處所，而無停（居）留許可者。六、行經指定公共場所、

路段及管制站者。 

    案例中所示甲之行為符合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6 條之規定可以查證身分。若甲不配合應依法告

知事由並告知採取必要措施予以攔停人、車、詢問基本資料、令出示證明文件；有明顯事實足認

有攜帶傷害生命身體之物，得檢查身體及所攜帶之物。受盤查人未攜帶身分證件或拒絕出示身分

證件或出示之身分證件顯與事實不符，而無從確定受檢人身分時，得帶往警察局、分局、分駐

（派出）所查證；並應即報告勤務指揮中心及通知受盤查人指定之親友或律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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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員甲於深夜執行巡邏勤務，盤查到通緝犯乙，甲立即呼叫請求支援，警員丙開車抵達現

場。經甲確認乙身分無誤後，由丙開車，乙乘坐於後座並未上銬，甲騎乘警用機車跟隨在

後；回分局途中，乙從隨身背包內取出一把兇刀，抵住丙的脖子，丙停車後仍被猛刺數十

刀。甲見狀立即下機車，衝進車內奪取兇刀，但為時已晚，丙不幸殉職。請詳述本項勤務的

嚴重疏失以及正確作法。 

【擬答】： 

依據解送人犯作業程序說明如下： 

一、準備階段： 

與解送單位先行聯繫，確定解送交接事項。 

檢查戒具是否有損壞？車輛油料是否充足？車輛狀況是否安全？ 

令人犯先行如廁，以減少其途中藉口脫逃之機會。 

檢查移送卷宗及贓證附件，避免錯漏。 

人犯搜身上戒具(手銬、戴安全帽)。 

二人(優勢警力)以上護送；夜間或長途解送人犯，應酌量增派員警。 

二、解送階段： 

人犯上車坐後座，監視警力注意可疑人車，嚴防劫囚事件，車門可上兒童安全鎖防止逃

脫。 

駕駛員上車。 

行車期間不可和嫌犯聊天，長程行車如廁時，應確實注意監看。 

下車時注意戒護，勿使脫逃。 

人犯、證件交分局偵查隊簽收(含時間、人員)，尚未交接清楚前仍不得懈怠。 

和分局偵查隊替換戒具，所攜戒具帶回所內 

綜上所述乙未上手銬違反移送標準作業程序造成不幸事件發生應予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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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維持交岔路口之交通秩序與安全，大部分路口均有設置自動號誌管制車輛運行。你率同員

警擔任路口交通疏導崗勤務，請問在何種時機下可以將自動號誌調整為手控號誌？及手控號

誌要領為何？ 

【擬答】 

ㄧ、依據交通疏導作業程序手控號誌疏導時機： 

 

 

官座車通過路口時。 

 

二、手控號誌疏導要領： 

變換燈號為紅燈時，應注意不可使車輛緊急煞車。 

黃燈亮時，應以警笛配合，促使駕駛人注意停止或準備起步。 

注意手控號誌時，應適當合理分配時間。 

燈崗操燈完竣後： 

如係連鎖路段，應先將「獨立運轉」改為「連鎖控制」後，再恢復自動運轉。 

將控制箱門關妥。 

應觀察至少 2個週期，號誌運轉正常後，才可離開操燈位置。 

應至路口協助指揮疏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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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你執行取締酒駕勤務，有 1 輛小轎車蛇行接近，經攔停該車，車內有 1 位男性駕駛及 3 

名女性乘客，你請該駕駛下車接受酒測，並查驗其身分，發現其證件上的性別記載為女

性，此時你最優先的處置為何？ 

報告直屬長官儘快指派 1 名女警協助處理 

請車上 3 名女士協助確認男士的真正性別 

直接詢問當事人為何身分證上性別是女性 

無須理會其性別而逕行酒測有無超過標準 

  你調查性侵害案件，如為確認犯罪嫌疑人，實施該女性被害人對犯嫌之指認，你應如何進

行？ 

應採用一對一方式，俾利清楚辨識，以降低錯誤 

指認前必須告知被害人，被指認人中有 1 位是犯嫌 

指認前應由被害人先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 

照片指認之方式，特徵不夠，避免使用之 

  你帶班執行巡邏勤務，攔停 1 違規車輛，發現該車為外交車輛（「外」字車牌），應如

何處理較為適當？ 

駕駛人為車主時，可直接開具罰單，駕駛人不配合時，可直接扣留其駕照 

駕駛人為車主時，可直接開具罰單，駕駛人不配合時，可直接扣留該車 

駕駛人若為外國駐華機構官員，不得逮捕、扣留其駕照，應予適當禮遇，態度親切，開

具罰單後立即電告外交部禮賓司 

駕駛人若為外國駐華機構官員，應予以適當禮遇，態度親切，雖不得逮捕，但可扣留其

駕照，開具罰單後立即電告外交部禮賓司 

  你白天帶班於市郊執行路檢勤務時，發現 2 名約 16 歲之青少女未戴安全帽共同騎乘 1 

部機車，經同仁示意攔車檢查，但該機車不但未停車受檢，並加速往市區方向逃逸，下列

何種作為最不適當？ 

立即以巡邏車尾追該逃逸之機車  

立即通報分局勤務指揮中心，請求鄰近警網注意攔檢 

登記機車車牌，循線訪查車主 

登記機車車牌，建立資料冊備用 

  派出所獲報有一涉嫌殺人案件之通緝犯甲在百貨公司週年慶活動現場出現，你奉派前往逮

捕，經盤問甲，其態度配合，下列作為何者正確？ 

因甲態度配合，可不搜身上銬 先確定身分後，再予搜身上銬 

先搜身上銬後，再確定身分 先帶回派出所，再予搜身上銬 

  警勤區員警甲於執行家戶訪查勤務時，遇有受訪查之民眾拒絕接受訪查，並經其善加勸導

後仍不得其門而入，你身為派出所所長，甲向你請示應如何處置，你應給予甲何種指導為

宜？ 

婉言告知來意並逕行進入訪查 

不必再次訪查該家戶或作任何處理 

將詳情註記於警勤區手冊及警勤區員警聯繫卡備查 

將詳情註記於戶卡片副頁及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備查 

  員警於學校附近暗巷步巡時，查獲甲與乙兩造性交易之情事，並將該全案陳報警察分局作

進一步之處置，至於裁處之權責單位對於此類案件，依民國 100 年新修訂之社會秩序維護

法意旨，下列何種處置最適當？ 

於新修訂法規之後的宣導期間，將兩造予以勸導後飭回 

於該縣市相關之自治條例未規劃性交易專區之前，兩造均不裁處 

於該縣市相關之自治條例未規劃性交易專區之前，兩造均要裁處 

僅對意圖得利與人姦宿者予以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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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執行取締酒駕勤務時，發現甲駕車蛇行、亂按喇叭，你將車攔下，但甲停車後卻緊閉車

窗及車門，拒絕接受稽查不願下車，你最優先的處置為何？ 

表明身分告知事由請甲配合 請甲熄火要求出示駕駛執照 

直接實施強制力令甲下車接受稽查 逕以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檢測製單舉發 

  甲酒醉擅自操縱某路口紅綠燈號誌，導致該號誌毀損不堪使用，經巡邏員警查獲，你是分

局承辦巡官，針對甲之行為應如何處罰？ 

由分局處分，並從重處罰之  

由分局處分，並加重處罰之 

移送地方法院簡易庭，並從一重處罰之 

移送地方法院簡易庭，並分別處罰之 

  甲設籍於桃園市，在臺北市士林區工作，甲某日上班時被詐騙，匯第一筆款至花蓮市民被

詐騙集團在屏東市某信用合作社所開立之人頭帳戶，請問本案應由下列那一個警察機關主

辦？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 花蓮縣政府警察局花蓮分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 

  深夜 1 點鐘左右，你巡邏到某處人煙罕至的小巷，發現有 1 人仰臥在路旁水溝蓋上，向

前查看，見此人喉嚨被切開，身旁有一大灘血，不過血流已停止、確定死亡。此時你最優

先處置為何？ 

確認該灘血跡是否屬於此人 將此人拖至巷道的路面中央 

呼叫救護人員到場 通報勤務指揮中心 

  你是派出所所長，轄區發生一起滅門血案，你帶著員警封鎖現場，鑑識人員在室內勘察。

不久，分局長抵達現場表示要進入室內瞭解狀況，而偵查隊長又不在場，下列何種處置最

為妥適？ 

你陪同分局長進入現場  

請勘察組長出來報告進度及協助穿戴保護裝置後進入 

告訴分局長，現場還在處理，目前不能進入 

拉開封鎖線，讓分局長進入現場 

  清晨運動民眾報案，公園旁有 1 名少年被圍毆，你接獲通報率員前往現場，發現該少年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現場有民眾圍觀，此時你最優先之處置為何？ 

通報 119 派車救護 封鎖刑案現場 

採取犯罪跡證  訪問目擊證人 

  轄區內天后宮預定辦理媽祖繞境活動，行文至警察分局請求協助交通管制，分局承辦人在

擬訂交通管制計畫，限制車輛進入範圍或路線改道通行，主要有何法令依據？ 

道路交通管理處罰條例 市區道路條例 

警察職權行使法 集會遊行法 

  某日晚間，有多輛小客車在高速公路北上路段發生追撞，國道員警甲、乙獲報前往處理，

甲持指揮棒站在警車後方管制指揮後方來車，卻遭丙所駕駛的小客車高速撞擊，送醫不

治。檢討本案例，下列何者是最適切的改進措施？ 

提昇事故處理品質 加強事故現場管制 

做好肇事原因分析 強化事故蒐證能力 

  你在執行交通違規稽查勤務時，攔查 1 輛 35 噸傾卸式半聯結車滿載砂石，該砂石車經固

定地磅過磅總重有 43 噸，除依法舉發違規超載外，尚應作何處置？ 

責令其於 1 小時內改正之 責令其於 2 小時內改正之 

責令其於 3 小時內改正之 當場禁止其通行或卸貨分裝 

  你帶班執行取締酒駕勤務，發現疑似酒醉駕車之車輛，經你攔停後，發現駕駛人酒氣薰

天，請其下車接受呼氣檢測酒精濃度時，其不但站立不穩，經酒測值為 0.86 mg/L，且拒絕

在酒測單上簽名，就倒在地上睡著了，你該如何處理？ 

依拒絕檢測之罰則處罰 待其酒醒後再行補測、簽名 

將其以現行犯逮捕 載至醫療機構對其實施血液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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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偵查隊分隊長，率隊執行逮捕毒品現行犯甲，甲正駕車載送女友，下列作為何者最不

適當？ 

可搜索甲正使用中的汽車 可搜查甲隨手可觸及之處 

可拍搜甲之身體 可翻動甲之女友隨身攜帶的皮包 

  某縣市警察局於深夜發生突發之重大治安事故，需運用機動保安警力時，你是該局值勤

官，奉命申請機動保安警力，你應如何處置？ 

逕向各負責支援之保安警察總隊申請 

向內政部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申請 

向內政部警政署保安組申請 

向內政部警政署行政組申請 

  臺北火車站發生乘客搭火車不慎跌落月台死亡案件，家屬為表達不滿，未經申請糾集親友 

20 餘人及數名黑衣人抬棺至火車站前抗議，場面火爆，隨時有衝進火車站內妨礙旅客行

進之可能，須依集會遊行法予舉牌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應以下列何單位之名義為之？ 

鐵路警察局第一警務段 鐵路警察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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