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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行政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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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申論題部分： 

一、你被指派於下午交通尖峰時間擔任路口交通疏導勤務時，出現交通流量飽和，你考慮以手勢

指揮執行交通疏導，請問應注意那些指揮疏導要領？ 

【擬答】： 

依據交通疏導作業程序 

一、手勢指揮之時機： 

已不能有效維持行車秩序時。 

 

 

 

 

 

 

二、指揮疏導要領： 

 

 

 

120 秒以下為度，惟不得少於 15 秒。 

止，以減少起步遲延。在多車道之道路應將大型或載重車輛引導駛入外側或適當之車道。 

之虞，亦可指揮左轉車先行。 

 

 

拘泥，但仍應保持

端莊自然姿勢。 

 

 

正常通行時為止。 

 

 

http://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4警察特考) 

共 6頁 第 2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二、深夜民眾報案指稱，有一男子躺在公園步道旁，臉部朝下不知是否已死亡。你是初抵現場之

員警，對該男子應如何處置？ 

【擬答】： 

依據處理刑案現場作業程序說明如下: 

現場處理步驟： 

記錄並通報值班員警到達時間及案況，遇情況需要時，應申請支援。 

現場初步處理： 

進入現場應著必要之防護裝備(如鞋套、帽套，手套等)，避免破壞現場，保持跡證完整。 

確認被害人情況： 

沒有傷患：安撫被害人情緒，避免破壞現場。 

有傷患：通報值班人員，請一一九救援送醫，記錄救護人員姓名、單位及救護情形，應通

知家屬送何處醫院；遇死亡時，應記錄救護人員宣布死亡時間。 

確定死亡：通知分局偵查隊人員勘驗並報驗。 

遇有現行犯時，逕行逮捕；對已逃逸者，通報追緝。 

實施現場封鎖，得視現場環境及事實需要，利用現場封鎖帶、警戒繩索、標示牌、警示閃光燈

或其他器材，以保全現場。 

任務分工： 

視狀況派遣適當警力在現場執行封鎖，管制人員進出。 

進入現場人員：利用時間拍照並記錄現場狀況(含被害者姿勢、血跡、傷口方向、在場人員姓

名現場物件之異常狀況、門、窗、電燈、電視、音響及其他家具之原始狀況；溫度、氣味、

顏色及聲音等易於消失之跡證；犯嫌可能進入或離開之出入口動線等)。 

現場員警訪問目擊證人或附近居民有關事發情形。 

探視傷患勤務人員： 

被害人送醫時，隨同前往醫院，用乾淨紙袋將被害人雙手包好，留供採證。 

被害人提供案情資料時，用錄音機錄下或記錄，必要時請醫護人員協助。 

被害人衣物為重要證物，脫除前先照相，脫下後分裝包好，供後續採證。 

勘驗人員到場後，現場處理員警就查訪事項、證物及跡證報告後，現場交勘驗人員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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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是警勤區員警，依照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實施家戶訪查時，遇到居民拒絕訪查

時，你應如何委婉說明及處置？ 

【擬答】： 

依據家戶訪查標準作業程序:遇有拒絕訪查者，應善加勸導，再次拒絕者，將詳情註記於戶卡片副

頁及勤區查察腹案日誌表，以供參考。 

依題所示，我會先表明我是警察穿著制服並出示證件並告知: 

警勤區員警家戶訪查所得資料，應保守秘密，不會洩漏。 

警勤區員警為指導家戶生活安全，是提供家戶環境檢測評估服務，以指導家戶安全防護措施、

防止被害及遇危害之緊急處置方法。 

警勤區員警為執行家戶訪查，所建立之各類簿冊，得記錄訪查家戶之姓名、住居所、職業、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及其他執行公務所必要事項紀錄，僅供警察機關內部使用。 

警勤區員警於家戶訪查所作成之資料，僅供警察機關內部執行犯罪預防、為民服務或維護社會

治安使用。各項資料，有關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經營事業

有關之資訊或犯罪偵查應秘密事項者，應限制公開或不予提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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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耶誕前夕夜晚，據報有人於 KTV 慶生狂歡並可能使用毒品助興，經前往查緝果然發現甲

等 3 人於 KTV 包廂飲酒作樂，但並未查獲任何違禁物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臨檢盤查進入包廂，可以「附帶搜索」該等手提行李等 

臨檢盤查進入包廂，得以「逕行搜索」該等手提行李等 

因事態緊急，為能保全證據，警察報請檢察官許可實施「緊急搜索」 

只要該等簽署「同意搜索」書面，相關證據蒐集保全即屬合法 

  你是警勤區員警，最近接獲多起民眾反應意見謂：時常接到警察局來電要他們告知個人身

分資料、銀行存摺密碼等，並要求協助說明相關案情，進行電話語音筆錄，以利警局偵辦

案件。民眾直覺反應，懷疑這會不會是詐騙電話，於是詳查來電號碼確屬警察局電話。面

對這種民眾的困擾事件，你會建議他們怎麼做？ 

即刻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 即刻撥打 175 反詐騙專線查證 

即刻撥打 119 反詐騙專線查證 即刻撥打 113 反詐騙專線查證 

  你是分局偵查隊的值日偵查佐，收到轄內派出所移送關於查獲涉嫌賭博電子遊戲場案件，

發現涉案的人證、扣押之物證或相關文件不齊全時，下列何項處置流程較不適當？ 

退回陳報的派出所，就缺件補正後始受理 

立即在偵查隊實施複訊 

通知未到案的涉案人到分局接受偵訊 

請示檢察官對本案犯嫌的移送方式 

  你是派出所警員，擔服深夜 2 時至 4 時巡邏勤務，帶班同仁超過出勤時間 15 分鐘仍未

出現，你應作何處置？ 

自己服勤  報告所長調配警力 

等帶班到勤再出勤 通報勤務指揮中心變更勤務 

  你是派出所警員，帶班與另一名同仁擔服巡邏勤務，勤務指揮中心以無線電通報轄內某 

KTV 內有鬥毆事件，通知你們前往處理，到達現場後首先應採取何種處置？ 

立即進入 KTV 處理  

等候支援警力到場 

向勤務指揮中心回報到場及現場情形 

追捕嫌犯 

  你是派出所勤區警員，對於勤區內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下列何種作為錯誤？ 

每個月實施查訪 1 次，必要時得增加查訪次數 

查訪項目以查訪對象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為限 

實施查訪應選擇適當之時間、地點，以家戶訪問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 

實施查訪，應於日間為之；但與查訪對象約定者，不在此限 

  你是偵查佐，為有效查緝轄內某販毒集團，擬遴選第三人（線民）蒐集販毒證據資料，下

列程序何者錯誤？ 

書面陳報經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製作文書時應以第三人之化名或代號稱之，以保密其真實身分 

得口頭賦予第三人線民名義，但不發給任何證明文件 

遴選第三人所蒐集之資料應列為極機密文件，並專案建檔 

  20 餘名青少年凌晨 5 時結夥騎車逛大街喧鬧，見 1 名騎自行車運動的少年不順眼，就攔

下持刀作勢欲砍，該少年見狀逃逸。有路過民眾向正在值班的你電話報案，你的處理程序

下列何者正確？ 

即以無線電呼叫通知線上巡邏人員前往攔截 

待該少年前來正式報案後，始聯絡備勤人員前往處理 

先請報案民眾前來派出所製作筆錄 

因值班本身佩帶有槍械，立即趕往現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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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與 3 名員警擔服分局 23 時至 2 時路檢勤務，執勤中，發現機車騎士甲在前方 30 公尺

處，突然加速並自外側車道變換至內側車道，下列何項處置較為正確？ 

甲之行為屬一般駕駛用路行為，警察不應盤查或攔檢 

甲之行為無危害情形發生，警察不宜盤查或攔檢 

考量時間、駕駛人行為等客觀事實，研判甲有危害道路行車安全之虞，警察自得實施攔

檢 

甲之行為屬民眾看見警察路檢的自然反應，不宜盤查或攔檢 

  你是偵查隊小隊長，接獲通報前往現場處理車禍死亡案件，並依規定報請地檢署檢察官前

來現場相驗，交通分隊員警已完成繪製現場圖、拍照、蒐證工作，但檢察官還沒到，艷陽

高照，家屬不忍死者在馬路上曝曬，強烈要求由殯葬業者接手，此時如何處置最適當？ 

車禍現場處理程序尚未完成，請殯葬業者離開 

婉拒家屬要求，耐心等候檢察官前來完成相驗 

安撫家屬情緒，請殯葬業者將遺體移至殯儀館 

向檢察官報告現場狀況，建議移至殯儀館相驗 

  假日花市發生搶案，民眾報案稱嫌犯騎乘機車逃逸，並提供車牌號碼，經查該機車及車牌

均並未報案失竊，你是到場處理本案之偵查佐，下列接續偵查作為何者最適當？ 

直接至車主住處埋伏，發現車主返家逕行拘提 

查出車主電話號碼，報請檢察官聲請通訊監察 

查明嫌犯特徵，並通報勤務指揮中心攔截圍捕該車 

以犯罪嫌疑人通知書，通知機車車主到案說明 

  派出所員警於深夜執行路檢，汽車駕駛人甲經呼氣檢測酒精濃度高達 0.67 毫克/公升，遂

依違反刑法第 185 條之 3 逮捕解送分局偵查隊偵處，你是值日受理偵查佐，問完筆錄已經

凌晨 2 時，下列處理何者最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 92 條規定，立即將甲解送地檢署值班檢察官 

傳真免予解送報告書至地檢署法警室後，等待甲之律師前來後釋放 

傳真免予解送報告書至地檢署法警室後，經檢察官許可後逕予釋放 

先留置於分局拘留所，待日出後再將甲解送地檢署值班檢察官 

  你接獲報案前往處理性侵害刑案現場，對於現場內之證物處理及調查，下列何項處置不適

當？ 

查明被害人案發前 3 日內之性生活 

精液跡證不可以使用塑膠袋包裝 

毛髮與纖維微跡證應採用雙層包裝方式 

同類的物證應併同包裝，俾利比對 

  轄區發生 2 名歹徒持刀強盜銀樓案，歹徒搶得金項鍊 5 條後欲離去時，與店員發生扭

打，1 名歹徒被制伏，另 1 名歹徒則帶贓物騎車逃逸。你與同事騎機車巡邏時，收到勤務

指揮中心通報，在到達現場途中發現歹徒，你應如何作為？ 

立即攔截逮捕嫌犯 報告派出所主管派員支援 

跟蹤並等待上級指示 通知偵查隊向檢察官申請拘票後再逮捕 

  你是臺北市某分局偵查佐，查獲 17 歲犯罪嫌疑人甲吸食安非他命案件，有關移送作業，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報告書移送地檢署 以移送書移送地檢署 

以移送書移送少年法庭 函送少年法庭 

  你是派出所巡邏人員，正在執行 0 時至 2 時巡邏勤務，巡經河濱公園旁發現有青少年聚

集，下列何者不宜逕行身分查證？ 

公園內攜帶武器或刀械 見警神色慌張，乘機逃跑 

無故丟棄財物逃跑 奇裝異服練習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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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接獲派遣抵達交通事故現場之後，遇有現場民眾相互叫囂辱罵，在無行車危害情況

下，下列何者是你應最優先的處置？ 

了解當事人受傷情形，通知消防救護機關 

劃定管制區，指揮疏導交通 

排除叫囂辱罵之現場狀況 

就現場狀況回報值班人員及勤務指揮中心 

  你正在執行取締砂石車超載勤務時，前方 1 輛砂石車不配合員警吹哨攔停之指示停車，

反而從旁加速離去，你在現場，下列作為何者錯誤？ 

立即通報勤務指揮中心實施線上攔查 

將違規情形通報公路監理機關依公路法處罰 

開巡邏車實施追蹤稽查 

依其車號、車型，逕行舉發其不服從指揮稽查 

  甲開車和機車發生輕微碰撞，雙方覺得無損失便自行離去，而未即時報案，事後甲覺得不

妥，到派出所報案，欲取相關證明文件；你是值班員警，下列作為何者正確？ 

不用受理，亦無須派員實施現場勘察；不得發給甲相關處理證明文件資料 

應即受理，無須派員實施現場勘察；依甲要求發給相關處理證明文件資料 

應即受理，並派員實施現場勘察；仍應發給甲相關處理證明文件資料 

應即受理，並派員實施現場勘察；不得發給甲相關處理證明文件資料 

  你擔服值班勤務，接獲轄內守望相助隊巡守隊員來電報稱，於社區巡邏途中發現 2 名竊

賊，其中 1 名擔任把風，另 1 名正持械著手竊取停放路旁之汽車，下列對該守望相助隊

員之指導作為何項較不適當？ 

觀察記錄竊賊之特徵 觀察記錄竊賊所使用之交通工具 

在適當距離監控竊賊之動態 立即奮勇逮捕竊賊送警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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