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8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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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因抗議突然關閉工廠，並拒發任何費用及薪津，前往總公司門前

抗議，在公司門口附近擺設象徵性的簡單靈堂，及在圍牆張貼抗議標語

等，雖未影響到車輛行人交通，但附近住戶不堪其擾而向警察報案。你

正擔服線上巡邏勤務，接獲通報前往處理，到達現場後發現甲、乙正使

用擴音器抗議，乃要求他們停止抗議滋擾行為，並通知前往派出所接受

調查，惟 2 人不告知姓名及住居所，亦不願隨同前往，持續抗議。處理

此案時，應注意那些程序？（20 分） 

二、甲於 19 時進入某銀樓假裝購買金飾，待老闆乙拿出金項鍊三條讓其選

購時，甲趁機搶走金項鍊奪門而出，乙追呼搶劫，你與同仁正執行巡邏

勤務，見甲逃跑，應如何進行逮捕及解送回派出所？（20 分） 

三、你巡邏時獲報前往處理一件由甲駕駛之小貨車，在菜市場前之行人穿越

道撞傷婦人後逃逸案件，於處理時應掌握那些要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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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派出所值班員警，民眾甲親自到派出所報案稱他的女兒遭歹徒擄人勒贖，下列處理何項錯誤？ 
初步詢明案情並立即報告所長 請備勤人員赴相關處所查證並予保密 
通知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偵查隊 在社群媒體發布協尋訊息 

2 你於執行交通稽查勤務時，遇軍用車輛及軍用車輛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你應如何處置？ 
現場直接填製通知單予以舉發 逕行通知該軍用車輛所屬單位 
書面通知軍用車輛駕駛人所屬單位 書面通知憲兵機關處理 

3 你在路口執行交通整理勤務，當時車流量很小，發現駕駛人甲在剛亮紅燈的情況下急忙煞車，前車
輪已超過停止線，但未達行人穿越道線而停車下來，對於駕駛人違規的認定與舉發，下列何者正確？ 
甲面對紅燈不應超越停止線，依闖紅燈予以舉發 
甲沒有影響橫向道路行人與車輛通行，依不遵守標線指示予以舉發 
甲顯有穿越路口之企圖，依闖紅燈予以舉發 
甲看到路口有員警執勤仍超越停止線，依不服稽查取締予以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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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是派出所警員，據民眾報案有甲、乙二人在加油站互毆，到達現場經你制止後，雙方互不提告，

經你逕行通知二人到派出所接受調查，結果甲接受，乙不服通知，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下列

作為何者正確？ 
如確悉甲、乙姓名、住所或居所，而無逃亡之虞，二人均得改書面通知到場 
如確悉甲、乙姓名、住所或居所，而無逃亡之虞，甲得改書面通知到場，乙須強制到場 
如無法確悉甲、乙姓名、住所或居所，而無逃亡之虞，二人均須強制到場 
如無法確悉甲、乙姓名、住所或居所，但有逃亡之虞，二人均得改書面通知到場 

5 你是派出所警員，關於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資料之作為，下列何者錯誤？ 
應以書面陳報長官核准後實施 
交付任務前應先予實施訓練 
第三人秘密蒐集資料期間限一年，不得延長  
第三人秘密蒐集之資料應列為極機密文件管理 

6 你正在執行取締酒後駕車勤務，依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下列有關酒精測試作法，何者錯誤？ 
實施檢測，應於攔檢現場為之，並全程錄音（影） 
酒精測試器每年須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 1 次，以維持其正確性 
不論有無超過標準，如民眾提出質疑，為讓其信服，可再實施第二次檢測 
出勤前要先檢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定合格標章」是否逾期 

7 你執行臨檢勤務時，在轄區電子遊戲場之限制級場所，除有 1 名國中生滯留店內，餘未發現其他

不法情事。下列何者不是你處理本案所能援引之法令依據？ 
刑法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 
警察職權行使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8 你於巡邏時發現機車騎士甲之車牌被不透明膠帶遮蔽，而且車身上有刮擦痕跡時，下列何項處置

最不適當？ 
觀察騎士甲行為正常，警察不得任意盤查其身分 
考量執勤員警及民眾安全，可暫時不動聲色，持續跟監 
必要時，利用控制號誌燈，困住騎士甲，以盤查身分 
通報分局勤務指揮中心準備實施盤查人車，並請求警力支援 

9 你與另一名同仁擔服巡邏勤務，分局勤務指揮中心通知你們前往處理轄內夜店鬥毆事件，到達現

場時，發現有 20 餘人在該處鬥毆，下列何種處置最不適當？ 
及時保護及救護傷者  回派出所請求警力支援 
設法控制現場及維持秩序 通知快打警力到場支援 

10 有關員警執行勤務中，對於下列現行防彈衣及防彈頭盔的穿戴規定，何者正確？ 
徒步或腳踏車巡邏：由帶班人員視天候及治安狀況決定 
汽車巡邏：防彈衣置於隨手可取之處，下車執勤時，由帶班人員視治安狀況決定穿戴與否 
機車巡邏：防彈衣部分，日間（8 時至 18 時）由局長視天候及治安狀況決定；夜間則一律著

防彈衣 
機車巡邏：戴安全帽，不戴防彈頭盔；如執行特殊勤務時，由分局長視治安狀況決定 

11 你正在執行路檢勤務，此時你發現來車搖搖晃晃，於是將該車攔停，車內僅駕駛一人，對攔停盤

查之汽車，應站立何處才是安全區域？ 
駕駛座之門後方  駕駛座之門旁  
汽車前方  汽車後方 

12 派出所所長帶班查緝轄內色情應召站，帶回現場嫖客、應召女郎、應召站負責人、門口把風等數

十名相關嫌犯、證人，惟派出所警力有限，在此狀況下有關犯罪嫌疑人及證人的詢問，下列處置

何者最適當？ 
先將相關犯罪嫌疑人、證人姓名地址都登記下來，改日逐一通知詢問製作筆錄 
無論犯罪嫌疑人、證人，均應依法規定採一人詢問、另一人記錄方式製作筆錄 
採全程錄音或錄影，並將事實上未能一人詢問、另一人記錄之原因記明於筆錄 
採一人詢問、另一人記錄方式製作筆錄，惟等候詢問時間不予計入移送時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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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甲於深夜酒後駕車返家，因闖紅燈、超速而擦撞機車騎士乙，致其倒地頭部撞及硬物重傷，甲未

下車並加速逃逸。你是承辦本案的警員，到達現場發現，案發當時離肇事地點約 20 公尺之飯店

泊車小弟丙可能有目擊案發過程，為調查本案，你通知丙到場說明，下列處置何者錯誤？ 
使用證人通知書或以電話、口頭方式請丙到警察機關說明 
詢問時應促丙對所見之肇事過程及肇事車輛特徵據實陳述 
詢問丙製作筆錄時，不必拘泥文句詞藻，可保留原語氣 
如丙拒絕到警察機關說明，得逕行拘提，以製作筆錄 

14 甲於深夜因駕車超速而擦撞機車騎士乙，致乙受重傷，甲加速逃逸。你是負責該案的員警，經調

閱現場路口監視器影像發現，甲之車輛涉嫌肇事，且車型、外觀顏色均與目擊證人陳述相同，為

調查甲犯罪情形，你欲通知甲到警察機關接受詢問，下列何者正確？ 
通知書應由派出所所長簽章 
通知書應派員於例假日夜間送達甲之住居所 
甲依通知應到日、時、處所到場後，應即時詢問，不得拖延 
如甲拒絕收領通知書而無法律上理由者，可逕行拘提到場詢問 

15 巡邏員警於臨檢盤查時，查獲一名竊盜現行犯，你是偵查隊值日偵查佐，當人犯送到偵查隊時，

你發現派出所於偵詢嫌犯時未全程錄音，此時你如何處置較為適當？ 
派出所警員未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屬違法偵詢，應立即釋放該犯罪嫌疑人 
請派出所員警依據筆錄內容，重新詢問並要求受詢問人照筆錄朗讀再予以錄音 
該筆錄作廢並予以銷毀，請派出所員警重新再製作筆錄 
於偵查隊製作第二次筆錄，就犯罪構成要件重新問答，並全程錄音 

16 你是偵查隊偵查佐，偵辦甲涉嫌毒品案，聲請取得搜索票，執行搜索期限至當日 18 時止，並載

明夜間不得搜索。你於 17 時 30 分（日落前）發現甲進入住居所，隨即實施搜索，但該住居所顯

然 30 分鐘內難以搜索完成，下列作為何者最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 146 條夜間不得搜索，執行至 18 時即停止搜索 
依刑事訴訟法第 130 條附帶搜索 
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之 1 同意搜索 
依刑事訴訟法第 146 條持續執行搜索至結束 

17 大貨車司機甲與機車騎士乙於市區道路上行駛，甲行駛於乙之左後方，兩車擦撞致乙受傷倒地。

甲將車輛停於事故地點前方約 200 公尺，對處理員警稱：「我為了不妨礙交通，才將車開到前方

停好，然後我立即下車，走回到現場查看。」甲屬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何種違規行為？ 
肇事逃逸  肇事汽車超速行駛  
任意移動肇事汽車  合乎規定之駕駛行為 

18 你於 3 月 3 日接獲民眾具名檢舉違規停車情形，內容包括：違規行為發生地點、日期、時間、違

規事實內容及違規事實照片等。經你查證確實無誤，於是你於 3 月 5 日依法填製舉發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你填製通知單時，應將應到案之日期填寫幾月幾日？ 
 4 月 3 日  4 月 5 日  4 月 19 日  3 月 18 日 

19 你上午九時接獲通報前往處理民眾檢舉自小客車違規停車案，至現場發現自小客車於幹道上併排

停車，當你正欲就違規事實進行照相之際，違規人甲出現阻擋，你應如何處置最為適當？ 
員警尚未拍照甲及時阻擋，員警應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 
違規事實明確，員警應繼續完成拍照予以逕行舉發 
違規事實明確，員警應繼續完成拍照對甲當場舉發 
幹道併排停車妨害交通，員警應通知拖吊車將甲車輛移置 

20 你服務於某警察機關山地管制區之檢查所，對於下列何種人士，須向警察機關申請許可？ 
山地山胞身分者  警察人員因公入出管制區者 
平地人民戶籍設於山地管制區者 平地人民登山健行者 



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8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 別：行政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勤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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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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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

停。試問： 
請說明依據何種法律的規定？（5 分） 
請敘述除攔停外，並採行那些措施？（20 分） 

二、警察勤務是推行警察業務達成警察任務的手段，請依據警察勤務條例，

詳述各項警察勤務方式？（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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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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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勤務運作原則論述，下列何者正確？①勤務無遠弗屆 ②控制預備警力 ③攻勢重於守勢勤務

④運用民力為主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2 有關「警察勤務條例」之論述，下列何者正確？①本條例是依據警察法第 3 條規定制定之 ②本

條例共分八章 29 條 ③本條例第四章規定勤務方式 ④警察機關執行業務依本條例行之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② 

3 依據現行「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規定，有關警察勤務區訪查之論述，下列何者正確？①治安顧

慮人口之查訪，依警察勤務區訪查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②警勤區員警實施訪查，未告知訪查目的，

受訪查者得拒絕之 ③警勤區員警實施訪查，得以遞送警勤區員警聯繫卡片，載明與警察聯繫方

法，提供社區居民聯繫及諮詢 ④警勤區訪查，以座談會方式實施者，應將訪查時間及地點，於

訪查日 3 日前，以書面通知受訪查者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4 警察勤務之裝備機具配備標準，由何單位定之？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局 警察分局 派出所 

5 有關勤務規劃應注意事項之論述，下列何者錯誤？ 
每人須有進修或接受常年訓練之時間 
勤務方式應視需要互換，使每人普遍輪流服勤 
勤務執行機構人員置 2 人者，得另採全日更替制 
應減少控制機動警力，以免浪費警力 

6 下列何者屬於共同勤務？①值班 ②守望 ③勤區查察 ④備勤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代號：60150
頁次：4－2 

 

7 依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第 3 條之規定，警察遴選第三人應查核有關事項，下列何者正

確？①合作願意及動機 ②忠誠度及信賴度 ③工作及生活背景 ④前科素行與性格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8 下列何者屬於警察職權行使法所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①副局長 ②督察長 ③分局長 ④婦幼隊長 
①②③④ 僅①②③ 僅①②④ 僅①② 

9 有關勤務機構之論述，下列何者正確？①警察勤務區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 ②警察分局為勤務規

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行機構 ③交通警察得配合警勤區劃分其責任區 ④警察局對重點性勤務

得逕為執行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10 下列何者屬於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 條所稱警察之職權？①蒐集資料 ②驅離 ③物之扣押 ④進入住宅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11 有關大法官釋字第 535 號解釋之論述，下列何者正確？①臨檢進行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

②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名稱為何均為臨檢之手段 ③臨檢應於現場實施 ④警察勤務條

例是單純之組織法不具行為法之性質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12 在警察勤務運作原理中，有提出所謂的「TAP 理論」（Time of Arrival of Police, TAP；警察到達

時間理論），屬於下列那一項原理？  
迅速原理 顯見原理 機動原理 彈性原理 

13 各級警察機關之勤務指揮中心，統一調度、指揮、管制所屬警力，執行各種勤務。轄區內發生重

大災害、事故或其他案件時，得洽請非所屬或附近他轄區警力協助之。因此，勤務指揮中心是各

項勤務指揮派遣中樞，下列有關實務上各級勤務指揮中心運作的敘述，何者錯誤？ 
一般民眾報案或需緊急救護，可立即撥打 110 尋求協助，但是聽語障礙人士無法透過一般管道

表達需求，遇有緊急事件，往往要以簡訊或傳真向親友求救，而造成生命、財產等權利上的損

失，警政署目前正積極於各縣市警察局設置手機簡訊報案專線，預計 108 年 7 月完成 
警政署期望各警察機關能縮短民眾報案等待時間，從受理民眾報案至員警到達現場時間，以不

超過 10 分鐘為目標值 
勤務指揮中心的業務職掌包括受理報案數位錄音系統之整合、規劃 
勤務指揮中心針對報案處理有六大功能，分別為受理、處理、指揮、派遣、追蹤、管考 

14 派出所員警執行臨檢場所身分查證之任務時，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及警政署訂定之標準作業程

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臨檢勤務除勤務中發現符合臨檢要件之對象外，其餘臨檢應由警察分局長以上長官指定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規定攔檢民眾查證身分時，民眾未攜帶證件或拒不配合表明身分，

仍得透過查詢警用電腦、訪談周邊人士等方法，查證該民眾身分 
對於無法查證，或於現場繼續執行恐有不利影響，得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帶

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 3 小時，並應

即向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親友或律師 
警察行使職權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警察如未依規定行使職權，

人民得拒絕之 
15 分駐派出所與民眾接觸頻繁，因而派出所員警應熟悉重要警察業務的執行規範，方能順利推動警

察任務。以下有關派出所業務的敘述，何者錯誤？ 
派出所應置錄音、錄影設備，以供詢問犯罪嫌疑人之用 
受理非本轄民眾親自報案之案件時，經查證屬實應即製作報案筆錄，且不分情況急迫與否，均

應立即通報並將所有資料先行傳送管轄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處理 
受理拾得物時，應將辦理情形登錄於拾得物登記簿，陳報機關主官或單位主管核閱，並將資料

輸入拾得遺失物管理系統管制 
受理失蹤人口案件時，應即核對報案人及失蹤人身分證明文件，並將失蹤人之基本資料、發生

經過及其他有關線索，確實載明訪談筆錄及受（處）理失蹤人口案件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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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警察人員處理聚眾活動，面臨之狀況變化多端，主要係因聚眾的起因、活動的狀況、陳抗的方式及

適用的法令甚多所致。針對以下不同狀況的聚眾活動，其引用法令或處理方式，何者錯誤？①警察

人員處理聚眾活動所適用之法令依據，可包括憲法、法律與行政命令三層級 ②人民對國家政策、公

共利害或其權益之維護，得向職權所屬之民意機關或主管行政機關請願。集體向各機關請願時，面

遞請願書，有所陳述時，應推代表為之；其代表人數，不得逾 5 人 ③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

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陳情時應以言詞為之 ④
遊行係指於市街、道路、巷弄或其他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集體行進。因此，學生在校園

之活動、友朋結伴而行等集體行動，無顯示其意圖或力量者，非屬集會遊行法之遊行。 
①② ③④ ①④ ②③ 

17 警察機關於總統選舉期間，執行特種勤務備極辛勞，針對法令規定的安全維護對象及其親屬應確

保其安全。以下有關特種勤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特種勤務安全維護之對象包括總統候選人，主要係指該總統候選人經政黨提名或達到連署門

檻，至中選會當選公告日之翌日止 
安全維護對象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遭受強暴或脅迫，或有事實足認有立即危害之虞時，

「特勤人員」得使用槍械 
派出所員警執行特勤時，屬於特種勤務條例所稱的「特勤編組人員」 
總統、副總統當選人與其配偶及一親等直系血親屬於特種勤務安全維護之對象 

18 當您執行巡邏勤務時，遇有可疑人車時，依據警政署「執行巡邏勤務中盤查盤檢人車作業程序修

正規定」，下列之動作，何者錯誤？ 
巡邏中應隨時注意勤務中各警網通訊代號，並了解其實際位置，必要時，呼叫請求支援。遇有可

疑徵候時，得依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必要之偵查，並將狀況隨時報告勤務指揮中心 
遇可疑人或車，實施盤查時，得採取必要措施予以攔停，並詢問基本資料或令出示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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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證件時，檢查人員應以眼睛餘光監控受檢查人。發現受檢查人係通緝犯或現行犯，應依刑

事訴訟法規定拘提或逮捕之 
遇有衝突或危險情況升高時，應手護槍套；必要時，拔出槍枝，關保險，槍口向下警戒，使用

槍械應符合警械使用條例、警察人員使用槍械規範之規定及用槍比例原則 
19 性侵害案件屬於重大刑案，攸關被害人權益及隱私，因而受理時，無論本轄或他轄案件，均應遵

守警政署相關標準作業程序之規定，以下之敘述，何者正確？①初步了解案情屬性侵害案件時，

應通知所屬警察（分）局性侵害案件專責處理人員接案處理，同時知會防治組家庭暴力防治官   
②被害人等候警察（分）局專責人員期間，應先安排至安全隱密處所，並由適當同仁陪同安撫其

情緒或送至溫馨會談室，以保護被害人隱私 ③將處理情形註記於個人電腦，隨身攜行，避免被

害人資料洩漏 ④被害人為未滿 18 歲之人、心智障礙者或經被害人申請減述作業者，應由性侵害

案件專責處理人員評估是否進入減述作業。 
①② ③④ ②③ ①④ 

20 為統一警察人員執行勤務著防彈衣及戴防彈頭盔之規範，警政署於 103 年 3 月 25 日頒發「警察

人員執行勤務著防彈衣及戴防彈頭盔規定」，下列有關的敘述，何者錯誤？ 
個別專責執行勤區查察不著防彈衣、不戴防彈頭盔 
日間機車巡邏由分局長視天候及治安狀況決定；夜間應著防彈衣 
執行臨檢勤務，因危險性高，應一律著防彈衣、戴防彈頭盔 
汽車巡邏時，車內及車外均著防彈衣；防彈頭盔置於隨手可取之處，下車執勤時，由帶班人員

視治安狀況決定戴防彈頭盔或勤務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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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為維護分局轄區治安，各警察機關針對夜店聚眾鬥毆滋事案件，應啟動「快速打擊犯罪部隊」。

以下有關警政署函頒「各警察機關啟動快速打擊犯罪部隊實施計畫」之規定，何者錯誤？ 
以案發單位為軸心，依狀況區分 A、B、C、D 等 4 種等級，結合鄰近區域組成聯防，形成優

勢警力，以快速打擊犯罪，維護公權力 
支援警力應受現場指揮官指揮，惟遇有支援警力帶隊官職階比現場指揮官高（或同階）時，則

帶隊官應為現場督導官，協同現場指揮官處置現場狀況 
分局應依據轄區特性，劃分聯防區，各聯防區視轄區治安狀況編排線上立即反應督導官，於第

一時間到達現場督導處置情形 
分局應每日編排分局長、副分局長、偵查隊（副）隊長、警備隊（副）隊長等正（副）主管，

排表輪值擔任指揮官 
22 警察人員勤休制度長期以來，有過勞之現象，為使基層員警有充分休息時間避免過勞，警政署

108 年 2 月 19 日發文要求各警察機關勤務規劃應朝人性化進行考量，下列有關員警勤休制度之

敘述，何者正確？①每日勤務時數以 8 小時為原則，無法因應需求時，以 10 小時為度，或以週

休 2 日每週合計 50 小時以下勤務時數管制 ②為調適員警身體健康，深夜勤合併當日服勤時數以

8 小時以內為度 ③於輪休前一日及後一日，皆編排 8 小時為原則 ④員警生日或家有喜慶當日，

得以休假或以人性化方式編排勤務。 
②③ ①④ ①③ ②④ 

23 聚眾鬥毆事件影響社會治安甚鉅，警察處理此類案件，耗費大量警力而不見得能圓滿達成任務，

為使員警能於特定勤務使用防護型應勤裝備取代致命性槍械，警政署 105 年 11 月 10 日頒發「警

察人員使用防護型應勤裝備注意要點」，有關該要點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防護型應勤裝備指以辣椒精、胡椒及芥末等未具瓦斯化學成分製造之防護型噴霧器及其他防護

型應勤裝備 
使用防護型噴霧器後，應提供必要之救護或醫療協助，並將使用經過情形報告該管長官 
員警依法執行職務遭受強暴、脅迫、抗拒或其他事實需要，認為以使用防護型噴霧器制止為適

當，且於口頭警告相對人後，仍不聽從，即得使用 
考量集會遊行事件日益頻繁，為維護合法集會遊行民眾安全，得攜帶使用防護型應勤裝備 

24 有關警察法及其施行細則對於警察任務、業務及職權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①發布警察命令，

中央由內政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縣（市）由縣（市）政府為之 ②違警處分權之行使，依

違警罰法規定之程序為之 ③警察法第 9 條所稱依法行使職權之警察，為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

總稱 ④有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戶口查察、

外事處理等事項，以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之職掌為主。 
①③ ①④ ②③ ②④ 

25 我國對於警察勤務制度的規範，在諸多法令中均有相關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據憲法之規定，警察制度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行之 
依據警察法之規定，警察行政人員之任用，以曾受警察教育或經中央考銓合格者為限 
依據警察法施行細則之規定，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警政署報請內政部核定施行 
依據警察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保安警察派駐地方執行職務時，兼受該地警察局長指揮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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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警察偵查犯罪應遵守之原則為：①民主 ②自由 ③法治 ④科學 ⑤人權，

以下何者正確？ 
①③④⑤ ②③④⑤ ①②③④ ①②④⑤ 

2 犯下列那些罪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應接受去氧核醣核酸之強制採樣，請選出正確者︰①刑法公共危險

罪 ②刑法妨害性自主罪 ③刑法詐欺罪 ④刑法傷害罪 ⑤刑法搶奪強盜及海盜罪 
②③④⑤ ①②③④ ①②③⑤ ①②④⑤ 

3 案件在偵查中，經審酌公共利益之維護或合法權益之保護，認有必要時，得適度公開或揭露，下列何者非屬之？ 
越獄脫逃之人犯或通緝犯，經緝獲歸案 
影響社會大眾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安全，有告知民眾注意防範之必要 
被告、少年或犯罪嫌疑人之供述及是否自首或自白 
對於媒體報導與偵查案件事實不符之澄清 

4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終止合作關係時，應以書面陳報該管警察局長或警察分局長核准後實施，終止

原因不包括下列何者？ 
有事實足認不適任者 有欠繳稅款未還者 原因事實消失者 蒐集目的已達成者 

5 有關刑案現場不同證物之處理原則，請選出最正確者： 
火炸藥送鑑時，嚴禁以塑膠夾鏈袋、金屬、玻璃、陶瓷等硬質容器封裝 
以金屬器具直接夾取子彈、彈頭（殼） 
微量之根狀纖維，以鑷子採取裝入紙張內包妥 
帶有針頭之針筒，以適當之軟式容器包裝 

6 關於警察執行圍捕任務時之封鎖現場作為，下列何者錯誤？ 
現場封鎖之範圍和警戒方法，需視環境情況及事實需要而定 
現場初期封鎖線宜縮小，不能妨害民眾行動 
以三層封鎖警戒線為原則 
避免傷及民眾，應將現場嚴加封鎖 

7 關於實施現場測繪之順序：①刑案現場 ②現場重要證據 ③刑案現場周圍。依序應為下列何者？ 
①②③ ②①③ ③①② ②③① 

8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定，關於現場處理之「調查組」的任務範疇，下列何者不屬之？ 
採集各類跡證，並依其特性分別記錄、陰乾、冷藏、包裝、封緘，審慎正確處理 
訪問被害人、報案人、發現人或其他關係人，了解案發時及案發前後，有無發現任何可疑之人、事、

物等，俾發掘可能之線索 
對於現場附近之環境、交通狀況及案發當時之天候、風向、氣溫等進行必要之觀察 
如案情需要，對於現場相關處所進行搜查，尋找可能遺留之各種跡證 

9 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危害國家安全、經濟秩序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

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下列何種罪嫌之適用

有錯誤？ 
預備犯毀壞軍用車輛   
最輕本刑為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擅自重製營業秘密未遂犯  
引誘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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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關於檢察官或司法警察於調查犯罪偵訊（詢）時之作為，以下何者錯誤？ 
實施偵查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告 
被告有數人時為發見真實之必要，應合併訊問之 
訊問被告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之方法 
訊問被告應與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應命就其始末連續陳述 

11 對於犯罪嫌疑人之詢問程序：①人別詢問 ②了解案情 ③權利告知 ④實施詢問。依序應為下列何者？ 
①④③② ④③①② ①③②④ ②①③④ 

12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表示選任辯護人之意思，而等候辯護人到場致未予訊問者，等候時間不得逾幾小時？ 
 12 小時  8 小時  6 小時  4 小時 

13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得為輔佐人之人陪同在場。以

下何者不得為輔佐人？ 
四親等內旁系血親  社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 
主管機關指派之社工人員 被告配偶 

14 司法警察於調查犯罪而製作筆錄時，以下何者錯誤？ 
筆錄不得竄改、挖補，但可留空行以做為更改使用 
筆錄有二頁以上者，應立即裝訂，當場於騎縫處按指印 
筆錄經受詢問人確認無誤後，於緊接其記載之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詢問犯罪嫌疑人筆錄之製作，應採一人詢問，另一人記錄之方式製作 

15 偵查實務上逮捕被告後，至遲於 24 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經過之時間可不計入，下

列何者不包括之？ 
交通障礙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所生不得已遲滯期間 
發現要犯行蹤之追緝期間 
不得於夜間詢問之期間 
犯罪嫌疑人經法院提審之期間 

16 司法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後，應於逮捕之時起幾小時內，將人犯解送檢察官訊問？ 
 24 小時  16 小時  12 小時  8 小時 

17 警察執行搜索或扣押時，於夜間亦得入內之處所，以下何者不包括之？ 
假釋人住居之處所  緩刑人居住之處所 
飲食店於夜間營業時間內者 常用為妨害性自主之行為者 

18 司法警察於偵查中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有立即扣押之必要時，得逕行扣押，但應於執行後幾日內

報告該管檢察署檢察官及法院？ 
 1 日  2 日  3 日  5 日 

19 司法警察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事由，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以下情形何者非屬之？ 
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 
因逮捕犯罪嫌疑人，有事實足認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 
因追躡逮捕脫逃人，有事實足認脫逃人確實在內者 
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 

20 搜索，應用搜索票，其應記載下列那些事項？①案由 ②應拘押之犯罪嫌疑人 ③應扣押之物 ④應搜索之

處所 ⑤有效期間 
①②③④ ①②④⑤ ①②③⑤ ①③④⑤ 

21 關於警察機關受理告訴乃論罪之案件時所應注意之事項，以下何者錯誤？ 
得為告訴之人有數人，其一人遲誤期間者，其效力及於他人 
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 
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乃論之罪，原則上，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及於其他共犯 

22 警察於案件移送時認為有刑事訴訟法中羈押必要之情形，應將其具體事實記明於移送（報告）書中，下

列何者適用錯誤？ 
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 
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 



代號：2601 
頁次：4－3  

 

23 關於司法警察處理少年事件移送事項，下列何者最正確？ 
 10 歲以上未滿 16 歲之人，有觸犯刑罰法令之行為者應移送該管少年法院（庭）處理 
參加不良組織之少年，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應移送該管少年法院（庭）處理 
滿 18 歲之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者，應移送該管少年法院（庭）處理 
知少年有觸犯刑罰法令之行為者，應通知學校到場處理 

24 被害人有受家庭暴力之急迫危險者，下列何者非屬警察機關聲請緊急保護令之方式？ 
電信傳真聲請  口頭聲請  
其他科技設備傳送聲請  秘密聲請 

25 警察實施犯罪偵查對嫌疑人陳述互有出入或推諉時，使其交互質問，請問：交互質問不適用於下列何者？ 
嫌犯與共犯之對質  證人間相互之對質  
嫌犯與被害人之對質  嫌犯與證人之對質 

26 關於證據之法律有效性，下列何者錯誤？ 
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毋庸舉證 
疲勞訊問所得之自白不具證據能力 
因為科學證據具有正確超然性，故鑑定意見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仍具證據能力 
警察人員惡意於夜間詢問犯嫌所得之自白不具證據能力 

27 關於現場數位證物之處理或蒐證，請選出正確者： 
抵達現場後之第一優先作為乃是隔離犯嫌與數位證物，以防其接觸 
數位證物現場乃是資料紀錄屬性，其與一般刑案現場屬性不同，故照相、錄影等之現場紀錄不適用之 
執行扣押時，應以電腦主機為主，螢幕、鍵盤以及電源線並非證物資料，不必扣押 
數位證物蒐證處理完畢，始能進行指紋採證，以免證物資料遺失 

28 有關詢（訊）問筆錄之實施，下列何者正確？ 
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內容不符者，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為證據 
應給予被告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並命其分次陳述，以利查證 
刑事訴訟法所稱之「夜間」，係指午後 11 時至翌日午前 8 時 
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仍不得於夜間詢問 

29 「四面向連結理論（four-way linkage theory）」中的核心項目為下列何者？ 
跡證（physical evidence） 犯罪現場（crime scene） 
犯罪嫌疑人（suspect）  被害人（victim） 

30 下列那一種犯罪現場之蒐證方法適用於室內現場，且係依據空間格局劃分區域以分組進行搜尋？ 
線條式（Line） 放射式（Ray） 螺旋式（Spiral） 分區式（Zone） 

31 依據「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關於強制採樣之檢體採樣順序，何者為最優先？ 
毛髮 唾液 血液 汗液 

32 物證身分之檢測結果，往往直接關係著案情真相。請問：檢測疑似血液之紅色斑跡是否真為血液，此種

檢測過程稱之為？ 
確認（confirmation） 鑑別（identification） 比對（comparison） 詮釋（interpretation） 

33 對於偵查中之刑案，下列何者最不宜洩漏給媒體？  
案發時間與地點 犯案手法 犯罪嫌疑人特徵 目擊證人身分 

34 初抵犯罪現場之員警對於目擊證人必須先予以確認出來，其後應緊接下列何項處理？ 
勸離現場 初步訪談 偵訊問話 拘留待命 

35 關於被告之訊（詢）問程序，請選出正確者： 
程序最初始時，應先詢其是否有意願選任辯護人 
對於被告之請求對質，除顯有必要者外，不得實施 
應全程連續錄音，有必要時，才實施全程連續錄影 
語言不通者，得用通譯，但不能使用文字方式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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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列那些情況之陳述得為證據？①被害人家屬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 ②被告的朋友於審判外向法

官所為之陳述 ③被告的朋友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非明顯不可信的陳述 ④證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

為之非明顯不可信的陳述 
①②③④ 僅②③④ 僅②③ 僅②④   

37 刑事DNA鑑定於實務上可應用於那些面向之鑑識？①男女性別之判定 ②死亡原因之判定 ③犯罪現場菸

蒂之抽菸者身分判定 ④家族親緣關係之判定 
①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①②③    

38 警察機關偵查刑案，於那些情形下應函送管轄法院或檢察署？①全案已調查完畢，認有犯罪嫌疑者 ②全案

尚未調查完畢，但經依法提起自訴者 ③證據之證明力薄弱者 ④犯罪證據不明確但被害人堅持提出告訴者 
①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 ①③  

39 下列有關濫用藥物之劑類與毒品管制級別的規定，請選出正確者：  
甲基安非他命是興奮劑類，第二級 海洛因（heroin）是幻覺劑類，第一級 
 K 他命是興奮劑類，第三級  GHB 是幻覺劑類，第二級 

40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偵查人員對於被逮捕之嫌犯有相當理由足認為可做為證據之情況下，得對其進行

下列那些檢體之強制採樣？ ①血液 ②聲調 ③毛髮 ④吐氣 ⑤尿液 
①②③④⑤ ②③④⑤ 僅③④⑤ 僅④⑤   

41 依「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之規定，重大刑案應訂定偵查計畫。下列何者不是該計畫所明定要求之項目？ 
協調聯繫 特殊狀況 犯案模式 案情研判 

42 於民國 108 年 3 月 15 日修正之「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關於應遵循偵查不公開之人員，下列何者不屬之？ 
目擊證人 辯護人 告訴代理人 檢察事務官 

43 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得違反其意思，進

行相關之強制採樣作為。請問：下列何者非屬之？ 
予以照相 測量身高 採取腳印 採集尿液 

44 下列何者最符合關聯性物證（associative evidence）之學理定義？ 
大白天開啟汽車燈光  初抵現場之員警所聞到的味道 
某特定人之手機號碼  從杯口緣採證之唾液 

45 關於「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之立法目的包含那些？①保育瀕臨絕種生物 ②有效防制犯罪 ③提升犯

罪偵查效能 ④協尋失蹤人口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④ 僅②④   

46 犯罪偵查之基本程序包含如下階段：①受理報案 ②案情研判 ③現場處理 ④偵查作為 ⑤偵結處理。其

先後順序應為下列何者？  
①③②④⑤ ①③④②⑤ ①④②③⑤ ①②③④⑤      

47 下列有關證物及其在偵查上之應用，請選出最正確的敘述： 
血液乾掉了，就無法進行 ABO 血型之檢測 
現場的鞋印痕僅能提供嫌犯之步行軌跡訊息 
現場所遺留之生物跡證，經由 DNA 比對結果，十組 STR 與張三相符，但一組不相符，不能認定張三

就是犯罪者 
從現場血跡之黏稠度可以研判出人的年紀 

48 某證人曾目睹犯罪之發生，下列那一種情況之指認正確性為最高？ 
該證人以前從未見過嫌犯 該證人與嫌犯熟識 
該證人以前曾看過嫌犯一次 該證人不確定是否見過嫌犯 

49 下列有關犯罪動機之調查，請選出正確者：①動機訊息可以縮小可能嫌犯之範圍 ②犯罪動機並非起訴與有罪

判決之必要條件 ③動機訊息之調查，通常僅能從嫌犯獲得 ④除了物證之外，動機也能連結被害人與兇嫌 
①②③④ ①②④ ②③④ ②③   

50 依據現行「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規定，請選出正確者：①指認之實施，應指派案件

之偵辦人員辦理 ②指認前應讓指認人就犯罪嫌疑人特徵進行陳述 ③不得實施照片指認，以避免失真或

錯誤指認 ④應告知指認人，犯罪嫌疑人未必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④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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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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B A C C A A B D

A D C D D C C C D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類科名稱：

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8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
、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警察勤務概要（試題代號：56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行政警察人員

單選題數：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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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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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A A D C B A C C

B A C B D A D A C

C B D A B

A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類科名稱：

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108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
、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犯罪偵查概要（試題代號：260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交通警察人員、行政警察人員

單選題數：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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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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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C B A B C A B B

D A A B B B C A D

A B B D B C A A A D

B B B C A C C A B

C A D C B A C B B D

D

D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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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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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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