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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三等考試 

 「警察學」題解 

（Ｂ）有關美國警察教育的特色，下列何者為非？（Ａ）各大學可自行辦理警

政院系（Ｂ）全國警察教育體系完整（Ｃ）警察幹部多半從基層提升（

Ｄ）大學與警察行政機關密切配合。 
（Ｄ）梅可望先生認為警察人員升遷依據應有四大要件，下列何者不在其中？

（Ａ）年資（Ｂ）考試（Ｃ）考績（含功勛）（Ｄ）同儕推薦。 
（Ａ）梅可望先生認為警勤區的劃分應考量那三個原則？（Ａ）人口、面積、

業務（Ｂ）人口、面積、民風（Ｃ）人口、業務、民風（Ｄ）人口、面

積、經濟。 
（Ｃ）在美國專司保護總統及其家屬之責的是：（Ａ）聯邦調查局（Ｂ）中央

情報局（Ｃ）秘密勤務處（Ｄ）國家安全局。 
（Ｂ）有關「犯罪鑑識」的敘述，下列何者有誤？（Ａ）是一門警察應用科學

（Ｂ）是犯罪預防的延長（Ｃ）其作用在「別真偽、求同異」（Ｄ）莊

子所說「萬物畢同畢異」，是其哲學基礎。 
（Ｄ）刑事司法一詞，指下列那三個環節之間的協調合作？（Ａ）警察、憲兵

、檢察機關（Ｂ）警察、調查、檢察機關（Ｃ）警察、法院、軍事機關

（Ｄ）警察、法院、矯治機關。 
（Ｃ）根據酆裕坤先生研究，我國在晚清時建立警察的原因，下列何者為非？

（Ａ）欲變法圖強（Ｂ）欲革差役之害（Ｃ）求立法之良（Ｄ）城市保

甲制度之漸行崩潰。 
（Ｃ）日本昔日的「特高警察」是為：（Ａ）專業警察（Ｂ）刑事警察（Ｃ）

政治警察（Ｄ）行政警察。 
（Ｂ）下列何者是警察權的要素？（Ａ）屬於政權（Ｂ）以維持社會安寧秩序

為目的（Ｃ）人民在必要時得抗拒警察的強制力（Ｄ）為達警察目的，

任何情況皆可行使強制力。 
（Ｄ）警察機關基於警察任務所訂定發布的抽象性規範是為：（Ａ）警察罰（

Ｂ）警察下令（Ｃ）警察處分（Ｄ）警察命令。 
（Ｃ）有關警察組織「單一指揮」原則之敘述，下列何者為非？（Ａ）下級警

察機關只向一個上級機關負責（Ｂ）一個下級警察人員只向一個上級長

官負責（Ｃ）可指由一個委員會指揮（Ｄ）不可與「業務監督」相混淆

。 
（Ｂ）就縣（市）警察組織言，各分局屬於下列何者？（Ａ）首腦機構（Ｂ）

行動性幕僚（Ｃ）設計性幕僚（Ｄ）執行機構。 
（Ｃ）梅可望先生以為，處理「警察業務」的基本原則有五，下列何者不在其

中？（Ａ）事前預防重於事後處置（Ｂ）經常重於臨時（Ｃ）外勤重於

內勤（Ｄ）最先五分鐘重於最後五分鐘。 
（Ｄ）我國警察實務單位推行社區警政有三項主要工作，下列何者不在其中？

（Ａ）為民服務（Ｂ）民力運用（Ｃ）犯罪預防（Ｄ）破案績效。 
（Ｃ）美國之輔助警察（Auxiliary Police），即為我國之：（Ａ）保安警察（

Ｂ）刑事警察（Ｃ）義勇警察（Ｄ）少年警察。 
（Ｃ）要使警察機關內部形成一致與協調的最大動力有三因素，下列何者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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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Ａ）實施行政三聯制（Ｂ）採行幕僚長制度（Ｃ）首腦機構的指

揮與監督（Ｄ）目標的一致性。 
（Ｄ）警察勤務的基本原則中，下列何者正確？（Ａ）守望重於巡邏（Ｂ）教

民、用民、利民（Ｃ）內勤重於外勤（Ｄ）因時、地、事制宜。 
（Ａ）國家對人民權利加以剝奪，警察可以任意破壞法律，將人民加以搜索、

逮捕、拘禁、處罰，或任意侵害人民身體和財產的國家，稱為：（Ａ）

警察國家（Ｂ）集權國家（Ｃ）法治國家（Ｄ）社會國家。 
（Ｃ）我國警察就其組織型態、權力大小、業務內容與下列那些國家之制度較

為接近？（Ａ）英國、日本（Ｂ）美國、加拿大（Ｃ）德國、法國（Ｄ

）西班牙、英國。 
（Ａ）下列何者為警察權的最基本根據？（Ａ）憲法（Ｂ）法律（Ｃ）命令（

Ｄ）政策。 
（Ｃ）警察教育著重在實用，下列何者不是「實用化」的實踐？（Ａ）實習、

實驗（Ｂ）參觀（Ｃ）考核（Ｄ）演習。 
（Ｄ）執行警察紀律的原則，要使獎懲適時，首先要確定：（Ａ）發表的時間

、地點（Ｂ）處理獎懲事件的期限（Ｃ）主官是否推舉（Ｄ）必經的程

序。 
（Ｃ） 人血與毛髮均與其他動物不同，其犯罪鑑識的基本原理在於：（Ａ）不

同類物也可能有相同之點（Ｂ）同類物必有共同的特性（Ｃ）不同類物

必有不同的特性（Ｄ）同類物個別之間必有不同之點。 
（Ｃ） 現代警察人員體魄的必備條件為：（Ａ）豐富的政治、法律學識（Ｂ）

良好的公共關係（Ｃ）精神的健全與心理的正常（Ｄ）優良的工作態度

。 
（Ｄ） 警察常年教育的實施，各國情形不盡相同，但歸納起來其種類不外：（

Ａ）分別集訓與管理教育（Ｂ）機會教育與集中教育（Ｃ）分別集訓與

機會教育（Ｄ）集中教育、分別集訓、機會教育。 
（Ｃ） 危害交通安全與擾亂交通秩序之一切行為，以法律加以抑制制裁，稱為

：（Ａ）交通措施（Ｂ）交通教育（Ｃ）交通執行（Ｄ）交通工程。 
（Ａ） 國家為維持社會秩序，對於人民命其作為或不作為而未能遵守時所科之

處罰稱為：（Ａ）警察罰（Ｂ）警察處分（Ｃ）警察命令（Ｄ）警察強

制。 
（Ｃ） 在各種不同的警察職務間定期的加以互調，是謂：（Ａ）職期調任（Ｂ

）地區調任（Ｃ）經歷調任（Ｄ）彈性調任。 
（Ｄ） 下列有關警察學的描述何者正確？（Ａ）警察學完全屬於自然科學（Ｂ

）警察學是警察行政之用（Ｃ）實驗法並非警察學之研究方法（Ｄ）警

察學是經驗與研究的累積。 
（Ｂ） 合理的警察決策須特別重視：（Ａ）實體（Ｂ）程序（Ｃ）目標（Ｄ）

技巧。 
（Ｃ） 在公法學中，與警察學關係最為密切的是：（Ａ）行政法、立法法（Ｂ

）司法法、刑事法（Ｃ）行政法、刑事法（Ｄ）刑事法、民事法。 
（Ａ） 梅可望先生認為現代警察人員最基本的要素為：（Ａ）正確的人生觀（

Ｂ）高尚的品德（Ｃ）豐富的知識（Ｄ）強健的體魄。 
（Ｄ） 對於警察權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Ａ）警察權在必要時可為私人所

有（Ｂ）警察權之行使通常不具有強制性（Ｃ）警察權的發動不必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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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的依據（Ｄ）警察權之行使應有一定之界限。 
（Ｃ） 限於資源，卻又想瞭解全國各地所有警察人員對於某一個問題的看法，

此時最好用：（Ａ）內容分析法（Ｂ）實驗法（Ｃ）調查研究法（Ｄ）

歷史研究法。 
（Ｂ） 有關大陸派與海洋派警察制度之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大陸

派警察制度多以不成文法為主（Ｂ）海洋派警察制度多採地方分權模式

（Ｃ）大陸派警察制度中央對地方多無指揮監督權（Ｄ）海洋派警察制

度有關警察之教育、服制等，由中央統一規定。 
（Ｂ） 現代警察制度發韌於：（Ａ）法國（Ｂ）英國（Ｃ）德國（Ｄ）美國。 
（Ｄ） 下列何者並非決定警勤區面積大小之因素？（Ａ）值勤工具（Ｂ）警察

問題（Ｃ）地形（Ｄ）氣候。 
（Ｂ） 下列何者並非英國警察教育之特色？（Ａ）基層養成教育須先在警察訓

練中心接受基本訓練（Ｂ）新任警員須有大學以上學歷（Ｃ）警察幹部

原則上不向外界吸收新血（Ｄ）對現職幹部予以補充教育。 
（Ｃ） 下列法律中，就警察執法優先順序而言，何者應列於最後？（Ａ）刑法

（Ｂ）毒品危害防制條例（Ｃ）廢棄物清理法（Ｄ）檢肅流氓條例。 
（Ｂ） 下列何者並非現代警察發展的趨勢之一？（Ａ）組織集中與統一（Ｂ）

教育時間逐漸縮短（Ｃ）業務高度運用科學（Ｄ）勤務強化機動性。 
（Ｃ） 警察人員對犯罪現場實施偵查之步驟依序為：（Ａ）保全現場、搜查現

場、重組現場（Ｂ）封鎖現場、保全現場、清理現場（Ｃ）封鎖現場、

保全現場、搜查現場（Ｄ）保全現場、搜查現場、清理現場。 
（Ｃ） 警察在執行任務時，絕不可過當地行使非必要之公權力，此為：（Ａ）

警察公共原則（Ｂ）警察消極目的原則（Ｃ）警察比例原則（Ｄ）警察

責任原則。 
（Ａ） 警察機關基於警察任務所訂定發布的抽象性規範，稱之為：（Ａ）警察

命令（Ｂ）警察處分（Ｃ）警察強制（Ｄ）警察罰。 
（Ｄ） 有關警察勤務監督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Ａ）人事單位通常可監督

外勤（Ｂ）督察單位以監督內勤為主（Ｃ）外勤與內勤之監督方法並無

不同（Ｄ）車輛定位系統的使用屬形式監督之一。 
（Ａ） 警察機關必須有由單一的首長來指揮，其理由在於：（Ａ）警察業務具

有緊急性（Ｂ）警察組織係全面性的分布（Ｃ）警察勤務無固定性（Ｄ

）警察工作具有主動性。 
（Ｄ） 警察機關發給人民自衛槍枝執照，有效期間二年，係屬何種性質之許可

？（Ａ）單純許可（Ｂ）特種許可（Ｃ）單純認可（Ｄ）加附款之許可

。 
（Ｃ） 警察權行使之救濟，除訴願、行政訴訟外，尚有下列何種特別之救濟程

序？（Ａ）抗告（Ｂ）再抗告（Ｃ）聲明異議（Ｄ）再審議。 
（Ｄ） 警察組織與民眾結合，係指下列何種警察組織基本原則？（Ａ）單一性

的指揮（Ｂ）統一性的體系（Ｃ）全面性的分布（Ｄ）深入性的生根。 
（Ｄ） 就縣（市）警察局之組織而言，下列何者係屬執行機構？（Ａ）警察局

（Ｂ）警察分局（Ｃ）督察室（Ｄ）保安隊。 
（Ｃ） 警察機關常用的轄區治安狀況斑點圖，係屬下列何種警察學研究方法之

具體化 
    ？（Ａ）觀察法（Ｂ）內容分析法（Ｃ）區位學法（Ｄ）調查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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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下列何種型態之警察組織，方能有牢固之基礎？（Ａ）漏斗式（Ｂ）葫

蘆式（Ｃ）陀螺式（Ｄ）金字塔式。 
（Ａ） 對於警察人員違法或失職行為之懲罰，下列何種處分不屬之？（Ａ）身

體處分（Ｂ）精神處分（Ｃ）物質處分（Ｄ）職務處分。 
（Ｄ） 為使警察機關首長不生「五日京兆」之心，故而須建立何種人事制度？

（Ａ）考試制度（Ｂ）考績制度（Ｃ）退休制度（Ｄ）任期制度。 
（Ｃ） 日本警察教育制度，係採幾級制？（Ａ）一級（Ｂ）二級（Ｃ）三級（

Ｄ）四級。 
（Ｃ） 日本警察教育中之「一般教養」，在我國屬：（Ａ）養成教育（Ｂ）深

造教育（Ｃ）常年教育（Ｄ）升職教育。 
（Ｃ） 陀螺式型態之警察組織，係違反下列何項組織原則？（Ａ）權責平衡（

Ｂ）層級簡明（Ｃ）基礎鞏固（Ｄ）節制適當。 
（Ｂ） 警察機關幕僚長制度之採行，主要係為了：（Ａ）決策合理（Ｂ）一致

與協調（Ｃ）權責平衡（Ｄ）節制適當。 
（Ｃ） 依現行交通法令規定，下列何種違規行為，係由警察機關負責裁罰？（

Ａ）汽車違規（Ｂ）營業小客車違規（Ｃ）行人違規（Ｄ）所有違規行

為警察機關均無裁罰權。 
（Ｃ） 號稱警察「勤務活動中心」的是：（Ａ）警察局（Ｂ）分局（Ｃ）派出

所（Ｄ）警勤區。 
（Ｂ） 實證資料顯示，少年愈早進入刑事司法體系，其結果：（Ａ）愈容易改

過遷善（Ｂ）成為累犯的機率愈高（Ｃ）愈容易對警察產生好感（Ｄ）

愈容易找到工作。 
（Ｃ） 關於警察機關之內部分工，那一種分工方式為被廣泛採用？（Ａ）依地

域分（Ｂ）依工作對象分（Ｃ）依工作性質分（Ｄ）依工作程序分。 
（Ｂ） 我國警察官職採分立制，官可分為下列那三種？（Ａ）警官、巡佐、警

員（Ｂ）警監、警正、警佐（Ｃ）警官、警佐、警士（Ｄ）簡任、薦任

、委任。 
（Ｃ） 警察機關的違法處分，致人民的權利受損害時，請求行政法院以審判程

序，審查該項處分或決定，而為一定裁決，即稱之為：（Ａ）訴願（Ｂ

）國家賠償（Ｃ）行政訴訟（Ｄ）聲明異議。 
（Ａ） 為增加警察行政效率，不發生互踢皮球之惡劣現象，則須：（Ａ）警察

各機關，必須權與責相平衡（Ｂ）要有簡明的組織層級（Ｃ）上級指揮

監督之範疇不可過多（Ｄ）組織重點放在基層，鞏固基礎。 
（Ａ） 漢朝之「執金吾」其性質類似今日的：（Ａ）保安警察（Ｂ）刑事警察

（Ｃ）外事警察（Ｄ）行政警察。 
（Ａ） 下列何者為警察教育中最重要之教育方法？（Ａ）實務練習（Ｂ）指導

與考核（Ｃ）生活鍛練（Ｄ）注入與啟發。 
（Ｄ） 為瞭解新進警察人員是否適任警察工作，最適當的方法是：（Ａ）觀察

（Ｂ）面談（Ｃ）考試（Ｄ）試用。 
（Ｄ） 下列何者不是改善警察風紀之策進作為？（Ａ）貫徹風紀要求，建立正

確觀念（Ｂ）健全考核制度（Ｃ）強化監察探訪功能（Ｄ）應抱持家醜

不外揚，大事化小之心態，以維護警譽。 
（Ｂ） 對警察績效評估的敘述，下列何者為非？（Ａ）這是一種組織控制（Ｂ

）其最終目的是在處罰犯錯的人（Ｃ）必須持續進行（Ｄ）必須透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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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方可進行。 
（Ｃ） 社區警政強調下列何種巡邏方式？（Ａ）汽車巡邏（Ｂ）機車巡邏（Ｃ

）徒步巡邏（Ｄ）騎馬巡邏。 
（Ｂ） 日本警察制度中的「交番」，類似我國的：（Ａ）警勤區（Ｂ）派出所

（Ｃ）分局（Ｄ）警察局。 
（Ａ） 以去年的預算資料為今年預算編列之基礎，再加以適度修正，是屬於何

種預算方式？（Ａ）漸進式預算（Ｂ）專案預算（Ｃ）零基預算（Ｄ）

績效預算。 
（Ｂ） 鐵路警察局的設置，是以何者為組織基礎？（Ａ）地域性（Ｂ）業務範

圍（Ｃ）地域與業務綜合體系（Ｄ）以上皆非。 
（Ｄ） 上級直接節制下級的數量，除非環境絕不許可時，仍以六個以下為宜，

至多不宜超過幾個直屬下級？（Ａ）九個（Ｂ）十個（Ｃ）十一個（Ｄ

）十二個。 
（Ａ） 警察是以法令為依據的何種作用？（Ａ）行政作用（Ｂ）司法作用（Ｃ

）監察作用（Ｄ）立法作用。 
（Ｃ） 我國警察法的精神，對警察的任務是：（Ａ）積極性的（Ｂ）消極性的

（Ｃ）積極、消極兼籌並顧（Ｄ）積極、消極均不顧。 
（Ｄ） 警察的手段，是以何者為主要手段？（Ａ）指揮、服務、管制（Ｂ）指

導、服務、管制（Ｃ）指揮、服務、強制（Ｄ）指導、服務、強制。 
（Ｂ） 良好的警察教育，除了各種主觀條件以外，還有那三大客觀條件？（Ａ

）教學方法、教育設備、師資（Ｂ）教材、師資、教育設備（Ｃ）優良

校風、師資、硬體設備（Ｄ）教材、教學方法、師資。 
（Ａ） 下列何者不是現代交通管理原則之三大要素？（Ａ）交通工具（Ｂ）交

通工程（Ｃ）交通教育（Ｄ）交通執行。 
（Ｂ） 下列為我國歷代有關治安方面之職官。試依時間順序，先後排列：五

城兵馬指揮司司虣左右警巡院執金吾（Ａ）（Ｂ）

（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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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三等考試 

 「警察學」題解 

（Ｄ）下列何者不是警政專業化運動的內涵要項？（Ａ）強調見警率（Ｂ）強

調快速反應（Ｃ）強調逮捕率（Ｄ）強調導入政治力量。 
（Ｂ）下列何者不是當代警政管理理論對於警察組織的論點？（Ａ）警察組織

是刑事司法系統的一部分（Ｂ）警察組織應該是封閉系統（Ｃ）應以系

統觀來研究警察組織的問題（Ｄ）封閉的組織型態較適於處理穩定環境

下的例行事務。 
（Ｂ）下列選項中，何者之敘述是錯誤的？（Ａ）基層警察執勤時，常需依法

運用自由裁量之專業判斷（Ｂ）基層警察執勤時，並無行使警察裁量權

之自主性（Ｃ）基層警察執勤時，依法運用裁量之專業判斷是其工作品

質之具體表現（Ｄ）科層制之警察組織，是管制基層警察運用裁量權之

一種設計。 
（Ｄ）就社區服務型的警察而言，最不被鼓勵的行為方式是：（Ａ）指導（Ｂ

）口頭勸告（Ｃ）使用裁量權（Ｄ）使用強制力。 
（Ｂ）警察的隱密式巡邏策略對於總體犯罪率的影響為何？（Ａ）巨大（Ｂ）

甚為有限（Ｃ）很顯著（Ｄ）無影響。 
（Ａ）在實務上，高見警率及快速反應，被公認是當代警察策略的兩大支柱，

其隱喻：（Ａ）警力數的重要性（Ｂ）破案線索的重要性（Ｃ）警察領

導的重要性（Ｄ）工作生活品質的重要性。 
（Ｃ）民主法治國家，有關「警察權」運用之原則，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Ａ）即是指「警察權行使界限」之原則（Ｂ）即應依據「依法行政」

之一般性原則（Ｃ）警察選擇性之執法行為係違法之行為（Ｄ）比例原

則是警察裁量權運用之判準之一。 
（Ｃ）中國第一個現代警政機構為：（Ａ）巡捕房（Ｂ）巡警部（Ｃ）「湖南

保衛局」（Ｄ）北京「安民公所」。 
（Ａ）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執行交通法令之範圍？（Ａ）交通教育（Ｂ

）交通取締（Ｃ）交通事故之調查（Ｄ）交通整理。 
（Ｄ）依現行「警察教育條例」之規定（九十一年六月五日修正公布），下列

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人員之深造教育？（Ａ）研究班（Ｂ）警監班（Ｃ

）警正班（Ｄ）警佐班。 
（Ｂ）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人員職位之重大保障？（Ａ）官職分立（Ｂ

）恰當獎懲（Ｃ）終身官制（Ｄ）調遷合理。 
（Ｃ）警察是否管理戶口工作，與下列何者無關？（Ａ）國家之局勢（Ｂ）人

民之知識、文化水準（Ｃ）政治民主與否（Ｄ）社會治安情況。 
（Ｄ）依據史實，下列選項中何者是中國古代之秘密警察組織？（Ａ）漢之執

金吾（Ｂ）唐之京兆尹（Ｃ）宋之巡檢司（Ｄ）明之廠衛。 
（Ａ）警察升職教育的時間通常不超過：（Ａ）四個月（Ｂ）四個星期（Ｃ）

兩個月（Ｄ）十二個星期。 
（Ｄ）下列何者不是英國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設立倫敦警察的基本原則

：（Ａ）挑選適任者，給予良好的訓練（Ｂ）警察應該像軍隊一樣，有

良好的組織（Ｃ）警察權的授與，應該因時、因地制宜（Ｄ）警察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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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政府的控制。 
（Ｂ）品管圈是較新的警政管理策略，下列何者不是品管圈的基本原則？（Ａ

）品管圈的成員有權利選擇他們所欲解決的問題（Ｂ）參加品管圈的人

員是由上層管理者所挑選的（Ｃ）品管圈的成員有權利請求圈外專家提

供協助（Ｄ）管理者通常會審慎考慮品管圈所提的建議。 
（Ｂ）警察執行徒步巡邏的主要優點為何？（Ａ）縮短執勤時間（Ｂ）改善警

民之間的互動品質（Ｃ）節省警力（Ｄ）縮短反應時間。 
（Ｄ）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

）被公認是重要的警政研究，下列何者不是該研究的主要發現？（Ａ）

不同程度的隨機巡邏並沒有對犯罪率造成顯著的影響（Ｂ）不同程度的

隨機巡邏並沒有對警察所提供的服務造成顯著的影響（Ｃ）不同程度的

隨機巡邏並沒有對民眾的安全感造成顯著的影響（Ｄ）不同程度的隨機

巡邏可以對犯罪率造成顯著的影響。 
（Ｄ）下列何者不是社區警政的基本原則？（Ａ）社區警政是一種警政哲學（

Ｂ）社區警政是一種組織策略（Ｃ）社區警政為社區提供了分權化、個

人化的警察服務（Ｄ）社區警政僅強調警察打擊犯罪的角色。 
（Ａ）以預警式（或先發式，proactive）警察作為與被動式（或反應式，reactive

）警察作為相較，何種作為較敏感？較易讓警察面臨職業倫理的考驗？

（Ａ）預警式警察作為（Ｂ）被動式警察作為（Ｃ）預警式警察作為與

被動式警察作為的敏感度相似（Ｄ）預警式警察作為與被動式警察作為

並無差異。 
（Ｄ）「全面品質管理」是當代警政管理途徑之一，下列何者不是該途徑所強

調的內容？（Ａ）以顧客為導向（Ｂ）運用人力資源及計量方法以進行

持續性的改善（Ｃ）組織成員的持續學習（Ｄ）個人主義及個人成就。 
（Ａ）理性權變型警政，強調解決治安問題應依科學化、系統化的分析結果，

在合理時間內，選擇適合的解決方法，所以又被稱為：（Ａ）問題導向

警政（Ｂ）政治看守型警政（Ｃ）依法專業型警政（Ｄ）威權型警政。 
（Ｃ） 掃蕩，可以說是警察突然且大量出現及實施執法活動。警政學者及實務

工作者普遍認為，警察實施掃蕩的有效要點為何？（Ａ）時間愈晚愈好

（Ｂ）時間愈長愈好（Ｃ）短暫且難以被潛在犯罪者預期（Ｄ）長期且

易於讓民眾準備。 
（Ｃ） 犯罪「熱點（hot spots）」係指：（Ａ）交通要衝之地點（Ｂ）犯罪經

常發生之時間（Ｃ）在時、空上犯罪頻仍發生，以致有高預測性之地點

（Ｄ）犯罪移轉之地區。 
（Ｃ） 下列「犯罪熱點」研究之相關敘述，何者是不正確的？（Ａ）係指犯罪

之發生，常集中在特定之時間及地點（Ｂ）有足夠之警力出現在犯罪熱

點，將有助於降低犯罪之發生（Ｃ）增加警車巡邏之密度即能有效降低

犯罪率（Ｄ）將警察之可見度均勻分布在整個轄區，對預防犯罪之效益

極其有限。 
（Ｄ）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社區警政」理念下之警民互動作為？（Ａ）以

地區責任制為警察活動之基礎（Ｂ）警民共謀諮商共同解決社區所面臨

之問題（Ｃ）施行警民聯繫策略以建立居民與警察之同夥關係（Ｄ）成

立警察公共關係室積極建構警察形象。 
（Ｄ） 下列選項中，何者係「破窗理論」在警察勤務策略上之運用？（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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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警察之巡邏密度（Ｂ）加強刑事偵防績效之要求（Ｃ）破大案捉要犯

（Ｄ）積極指導社區減少有形之「犯罪標誌」（signs of crime）。 
（Ａ）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交通警察勤務分配之要點？（Ａ）24小時不間斷

（Ｂ）掌握點線（Ｃ）彈性增減值勤班次（Ｄ）特定勤務。 
（Ｃ） 有關警勤區劃分的原則，下列何者為正確？（Ａ）城市應以人口多寡為

主體，以業務、面積為參考（Ｂ）鄉村宜以面積及業務多寡為主體，以

人口為參考（Ｃ）城市應以業務多寡為主體，以面積、人口為參考（Ｄ

）鄉村應以業務及人口多寡為主體，以面積為參考。 
（Ｃ） 以何種原則來決定警勤區的大小，是最進步與最合乎科學原則的方法？

（Ａ）人口疏密（Ｂ）面積大小（Ｃ）業務份量（Ｄ）裝備。 
（Ｂ） 下列何者不是警察勤務的基本原則？（Ａ）永不間斷，任何地區都有警

察勤務活動（Ｂ）內、外勤並重（Ｃ）巡邏重於守望（Ｄ）控制預備警

力。 
（Ｃ） 為了應付意外或非常的警察事故，警察勤務制度中特別重視：（Ａ）巡

邏（Ｂ）守望（Ｃ）預備警力的保留（Ｄ）巡邏與守望並重。 
（Ｂ） 為使警力足以安安穩穩地掌握無盡止的警察業務，其答案就是：（Ａ）

合理化的獎勵制度（Ｂ）科學化的勤務制度（Ｃ）標準化的訓練制度（

Ｄ）合理化的休假制度。 
（Ｃ） 警察業務要達到理想的成功，不僅需要警察人員本身健全與法制完美，

而且還需要良好的：（Ａ）破案績效（Ｂ）治安狀況（Ｃ）公共關係（

Ｄ）裝備器材。 
（Ａ） 從效果上來看，何者是警察業務中最瑣碎以及影響最深遠的工作？（Ａ

）服務民眾（Ｂ）保安正俗（Ｃ）交通管制（Ｄ）犯罪預防。 
（Ｃ） 下列選項，何者並非警察執行救災工作之原則？（Ａ）儘速警告（Ｂ）

應做緊急應變措施（Ｃ）搶救災區物資（Ｄ）全面救護、災區善後。 
（Ａ）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執行交通整理之範圍？（Ａ）交通工程（Ｂ

）交通指揮（Ｃ）優先權之確定（Ｄ）交通制限。 
（Ｃ）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人員對現場偵查應作為之措施？（Ａ）封鎖

現場（Ｂ）照相、測繪及製模以保全現場（Ｃ）請長官到場（Ｄ）搜查

物證、痕跡、人證。 
（Ｄ）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一般警察情報之來源？（Ａ）在犯罪集團之內部

佈建（Ｂ）向與罪犯有密切接觸之人蒐集情報（Ｃ）向一般居民蒐集社

會情報（Ｄ）監聽。 
（Ｂ） 下列有關警察「制壓犯罪」業務之敘述，何者是不正確的？（Ａ）是指

犯罪發生後，警察應做之處置而言（Ｂ）是預防犯罪之前期作業（Ｃ）

是解決犯罪問題之重要手段（Ｄ） 可達成預防犯罪之目的。 
（Ａ）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保衛國家元首之工作要領？（Ａ）忠誠調查（Ｂ

）安全檢查（Ｃ）隨護（Ｄ）警戒。 
（Ａ）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人員自動辭職後，再請求復職時之地位與權

益？（Ａ）請求復用時予原職務任用（Ｂ）請求復用時予新進人員待遇

（Ｃ）請求復用時喪失原有年資（Ｄ）請求復用時其退休金以復用後之

年資計算。 
（Ｂ）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人員新陳代謝之主要動力？（Ａ）警察機關

首長之任期制度（Ｂ）警察人員自請辭職之制度（Ｃ）警察人員之考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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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Ｄ）警察人員之退休制度。 
（Ｄ）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保障警察人員身體和生活之主要辦法？（Ａ）優

厚之撫卹（Ｂ） 退休養老金之發給（Ｃ）警察人員之特別福利（Ｄ）

終身官制。 
（Ｄ）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人員職務「調遷合理」之原則？（Ａ）需要

有正當原因且被調動者有獲知該原因之權利（Ｂ）無適當原因之調動應

取得被調動者之同意（Ｃ）絕不輕易或隨意調動（Ｄ）主官基於政治壓

力不得不然。 
（Ｂ） 下列選項，何者並非紀律執行之手段中對警察人員之懲罰方式？（Ａ）

記過、申誡（Ｂ）冷漠、羞辱（Ｃ）減俸、扣薪（Ｄ）免職、停職、降

級、調職。 
（Ｄ）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人員獎懲公平之原則？（Ａ）以具體事實為

懲處依據（Ｂ）按法定程序嚴格執行（Ｃ）使受懲罰者有申訴機會（Ｄ

）依個案而有法外之懲。 
（Ａ） 下列選項，何者並非紀律執行之手段中對警察人員之獎勵方式？（Ａ）

保送進修（Ｂ）榮譽獎（Ｃ）物質獎（Ｄ）升遷。 
（Ｃ）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人員彼此之間待遇合理、公平之原則？（Ａ

）同工同酬（Ｂ）年階優先（Ｃ）均分額外之收入（Ｄ）上下接近。 
（Ｄ）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人員之待遇應與其他公務員平衡之原則？（

Ａ）同階級者同待遇（Ｂ）同素質者同待遇（Ｃ）同艱苦者同待遇（Ｄ

）同工同酬。 
（Ｄ）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主官權衡其部屬升遷時，其權限運用之原則

？（Ａ）有選擇權（Ｂ）有否決權（Ｃ）有提名權（Ｄ）有凍結權。 
（Ｂ） 選擇警察人才之最正確方法為何？（Ａ）結合公平之考試及嚴格之教育

（Ｂ）結合公平考試、詳細之身家調查與嚴格之教育（Ｃ）結合詳細之

身家調查與嚴格之教育（Ｄ） 公平之考試。 
（Ｄ） 下列選項中，有關「任用警察人員」之人才選擇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Ａ）以選拔者之意見來取捨（Ｂ）應採美國傑克遜總統時之政治分

贓制度（Ｃ）應採各國流行之政治恩惠制度（Ｄ）以客觀之事實需要及

條件來選拔。 
（Ｃ） 「一方面要吸收優秀的警察人才，使其樂意努力工作，一方面要淘汰不

適當的員警，促進新陳代謝」。這是何項工作的目的？（Ａ）警察勤務

（Ｂ）警察業務（Ｃ）警察人事管理（Ｄ）警察教育。 
（Ａ） 警察機關對於有關制度、政策性、全國性或專門化問題，應該採取何種

常年教育方式進行研討？（Ａ）集中教育（Ｂ）分別集訓（Ｃ）機會教

育（Ｄ）勤前教育。 
（Ｄ） 在警察教育的方法中，以何種方法最重要？（Ａ）注入與啟發（Ｂ）生

活鍛鍊（Ｃ）指導與考核（Ｄ）實務練習。 
（Ｂ） 下列何者不是梅可望先生所謂之理想警察教育制度的原則？（Ａ）警察

人員的教育水準不可在他種人員之下（Ｂ）警察教育可開放由普通大學

辦理（Ｃ）中、高級警察人員應有充分受教育的機會（Ｄ）警察教育制

度應與升級制度配合。 
（Ｂ）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我國警察教育之特色？（Ａ）全國警察教育由中

央辦理（Ｂ）層警員教育由地方辦理（Ｃ）警察教育完全由國家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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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警察教育自成體系。 
（Ｄ） 警察人員要獲得榮譽，下列何者不是應具有的內涵？（Ａ）誠實（Ｂ）

廉潔（Ｃ）要顧大體（Ｄ）獲取世人恭維。 
（Ｄ） 為發揮行政效率，警察組織如何才能有牢固之基礎？（Ａ）以勤務指揮

中心為警察組織之基層（Ｂ）以警勤區為警察組織之基層（Ｃ）以警察

派出所為警察組織之基層（Ｄ）以警察分局為警察組織之基層。 
（Ｄ） 下列選項中，何者屬於我國警察機關之「特業幕僚」？（Ａ）督察室（

Ｂ）人事室（Ｃ）資訊組（Ｄ）刑警隊。 
（Ａ） 在下列有關我國規定警察罰的法律中，以何者最重要？（Ａ）社會秩序

維護法（Ｂ）集會遊行法（Ｃ）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Ｄ）保全業法

。 
（Ｄ） 有關警察權行使的救濟，下列何者為非？（Ａ）可對違法處分提起訴願

（Ｂ）可對不當處分提起訴願（Ｃ）可對違法處分提起行政訴訟（Ｄ）

可對不當處分提起行政訴訟。 
（Ｃ） 「收繳、註銷證照」，是屬於那一種警察強制？（Ａ）代履行（Ｂ）怠

金（Ｃ）直接強制（Ｄ）對人的管束。 
（Ｂ） 警察機關對於義務人科以怠金，是否適用「一事不再理」原則？（Ａ）

適用（Ｂ）不適用（Ｃ）視情況而定（Ｄ）由義務人決定。 
（Ｃ） 下列何種警察強制，在學理上被稱為「執行罰」？（Ａ）直接強制（Ｂ

）代履行（Ｃ） 怠金（Ｄ）即時強制。 
（Ａ） 下列何種警察處分被稱為「駁回處分」？（Ａ）警察拒絕（Ｂ）警察免

除（Ｃ）警察許可（Ｄ）警察下令。 
（Ｂ） 下列何者是警察機關依據法令課予相對人特定作為、不作為、忍受或給

付義務之行政處分？（Ａ）警察許可（Ｂ）警察下令（Ｃ）警察免除（

Ｄ）警察拒絕。 
（Ｃ） 行政法中的「禁止不當聯結原則」係下列何項原則的延伸？（Ａ）法律

保留原則（Ｂ）法律優越原則（Ｃ）比例原則（Ｄ）誠信原則。 
（Ａ）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比例原則」之內涵？（Ａ）平等原則（Ｂ

）適當性原則（Ｃ）必要性原則（Ｄ）利益權衡原則。 
（Ｄ） 下列選項中，有關「警察國家」（Police State）之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Ａ）政府萬能促使警察國家之發展（Ｂ）警察人數急遽膨脹易形

成警察國家（Ｃ）警察快速發展易形成警察國家（Ｄ）警察國家與警察

之發展及政府萬能無關。 
（Ｃ）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美國警界泰斗－和麥 ( August Vollmer ) 先生所

推動實施之警政作為？（Ａ）採用車巡、建立回召信號制、運用測謊機

辦案（Ｂ）任用大學生充任基層警員、任用鑑識專業人才（Ｃ）建立身

高、體重達一定標準之選任制度（Ｄ）專業化之警察訓練、組織少年警

察隊。 
（Ｂ） 下列選項中，有關「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一詞之敘述，何者

是正確的？（Ａ）係1990年代以後所出現之新名詞（Ｂ）意指對抗犯罪
之警察、法院、矯治機關間應互相協調合作（Ｃ）意指對抗犯罪之警

察、法院、矯治機關應各自獨立發揮所司（Ｄ）以微觀之角度觀察犯罪

問題。 
（Ｄ） 在警察勤務運作上，我國警察機關所致力建立的犯罪狀況斑點圖，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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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何種警察學研究法？（Ａ）觀察法（Ｂ）內容分析法（Ｃ）調查研究

法（Ｄ）區位學法。 
（Ｃ） 根據梅可望先生的論點，下列何者不正確？（Ａ）警察學是一種綜合性

的科學（Ｂ）警察學是一切警察學術的基本科學（Ｃ）警察學是社會科

學的混合體（Ｄ）警察學是警察行政之「體」。 
（Ａ） 在我國所稱的「義勇警察」，在美國稱之為：（Ａ）輔助警察（Ｂ）後

備警察（Ｃ）保安警察（Ｄ）駐衛警察。 
（Ｄ） 警察是依據法令，以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促

進人民福利為目的，並以指導、服務、強制為手段的何種作用？（Ａ）

司法作用（Ｂ）立法作用（Ｃ） 監察作用（Ｄ）行政作用。 
（Ｄ） 民國九十二年四月，台北市立和平醫院「封院防疫」之行為，並非：（

Ａ）學理上之警察（Ｂ）廣義之警察（Ｃ）實質之警察作用（Ｄ）形式

之警察作用。 
（Ａ） 以下何者屬於警察的積極任務？（Ａ）保護人民（Ｂ）維護公安（Ｃ）

鎮壓犯罪（Ｄ）逮捕罪犯。 
（Ｃ） 警察的法律行為，以何者為主？（Ａ）司法行為（Ｂ）私法行為（Ｃ）

公法行為（Ｄ）服務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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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三等考試 

「警察學」題解 

（Ａ）預備警力的數量，依何者定之？（Ａ）警察機關外勤人數（Ｂ）警察機

關內勤人數（Ｃ）警察機關基層人數（Ｄ）警察機關高層人數。 
（Ｃ）有關警察內、外勤人數的比率，下列何者為正確？（Ａ）警察機關規模

愈大，外勤人員所佔比率愈小（Ｂ）愈至基層，內勤人員所佔比率愈大

（Ｃ）警察機關規模愈大，內勤人員所佔比率愈小（Ｄ）愈至基層，外

勤人員所佔比率愈小。 
（Ａ）根據我國現存文獻研究，我國在那一個朝代之後始有與現代警察相類似

之官制：（Ａ）唐虞（Ｂ）秦漢（Ｃ）元朝（Ｄ）明朝。 
（Ｂ）西元一七八六年，英國在那一個城市建立一支全天候的警察力量，官方

首次採用「police」一詞：（Ａ）倫敦（Ｂ）都柏林城（Ｃ）米德薩克

斯郡（Ｄ）亞伯丁。 
（Ａ）嚴格遵守下列何項原則，乃是分層負責、分級授權與建立警察組織系統

的基礎？（Ａ）單一性的指揮（Ｂ）統一性的體系（Ｃ）全面性的分布

（Ｄ）深入性的生根。 
（Ｄ）外勤警力的分配，以適應何者的變化為最高原則？（Ａ）人與事（Ｂ）

人與時（Ｃ）人與地（Ｄ）時、地與事。 
（Ａ）下列何種幕僚機構，主管警察業務執行的監督與考核？（Ａ）行動性的

幕僚（Ｂ）設計性的幕僚（Ｃ）分析性的幕僚（Ｄ）規劃性的幕僚。 
（Ｄ）根據我國警察機關之內部分工，下列那一個單位屬於「輔佐性的幕僚單

位」？（Ａ）行政科（課）（Ｂ）督察室（Ｃ）交通警察隊（Ｄ）秘書

室。 
（Ａ）我國警察教育制度中的進修教育，應由那一個單位辦理？（Ａ）中央警

察大學（Ｂ）警察專科學校（Ｃ）警政署（Ｄ）內政部。 
（Ｂ）辛勞性、引誘性、危險性是警察工作的三大特色，要使警察人員站在這

三大因素之前屹立如山，除了教育之外，還必須有何者的配合？（Ａ）

良好的組織結構（Ｂ）合理與健全的警察人事管理（Ｃ）良好的裝備器

材（Ｄ）充沛的警察預算。 
（Ｃ）下列何者不是我國警察教育的特色？（Ａ）警察教育自成體系（Ｂ）警

官教育對象可自警員中擢升（Ｃ）各大學可辦理警政院系（Ｄ）全國警

官教育統一於中央。 
（Ｄ）「如何調劑警察工作的疲勞，使其能享受家庭之樂，並保持旺盛的朝氣

與充沛的精力」。這是屬於警察人事管理中的何項問題？（Ａ）任用問

題（Ｂ）紀律問題（Ｃ）待遇問題（Ｄ）休假問題。 
（Ａ）在警察組織有關縱的分工中，下列何種機構負責所屬業務的指揮和指導

？（Ａ）首腦機構（Ｂ）幕僚機構（Ｃ）執行機構（Ｄ）設計機構。  
（Ｂ）以我國論，下列何者已成為選用警察人員最重要的方法？（Ａ）甄別（

Ｂ）考試（Ｃ）選舉（Ｄ）抽籤。 
（Ｄ）關於刑案偵查，下列何者不是最重要的遵守原則？（Ａ）民主（Ｂ）法

治（Ｃ）人權（Ｄ）效率。 
（Ａ）合理的警察升遷必須要有一定的軌道，而升遷軌道的基礎在於？（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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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的職位分類（Ｂ）數字化的績效制度（Ｃ）良好的教育（Ｄ）良好

的紀律。 
（Ｂ）年資、考試、考績及主官權衡等四大要件，是下列何者的依據？（Ａ）

警察人員進修（Ｂ）警察人員升遷（Ｃ）警察人員淘汰（Ｄ）警察勤務

效能。 
（Ｄ）在有關警察俸給的各項原則中，下列何項原則包含同工同酬、年資優先

、勞險加給、上下接近、額外收入禁止等意義？（Ａ）滿足最低限度的

生活要求（Ｂ）與他種從業人員的待遇平衡（Ｃ）因生活指數而增減（

Ｄ）警察人員彼此間待遇合理。 
（Ｃ）警察紀律執行的手段包括：（Ａ）獎勵與教育（Ｂ）教育與處罰（Ｃ）

獎勵與處罰（Ｄ）教育與訓練。 
（Ｄ）官職分立，是警察人員職位的保障措施，下列何項不是官職分立的條件

？（Ａ）官階非因重大原因不得褫奪（Ｂ）不因職務的有無而影響官階

（Ｃ）有官階即有薪俸（Ｄ）職務是永久性的，官階是常變更的。 
（Ｃ）在對員警的懲罰中，何種處分是最為嚴重的措施？（Ａ）物質處分（Ｂ

）精神處分（Ｃ）職務處分（Ｄ）記大過。 
（Ｄ）下列何者不是警察人事管理中的合理互調原則？（Ａ）互調人員彼此官

階大致相同（Ｂ）互調人員應能勝任所調職務（Ｃ）應按規則互調（Ｄ

）按規定之互調必須徵詢當事人的同意。 
（Ａ） 在警察業務中，保衛國家元首的三大要領為何？（Ａ）安全檢查、隨護

、警戒（Ｂ）保密、機動、警戒（Ｃ）建立內線、電信截譯、資料研判

（Ｄ）機動、建立內線、隨護。 
（Ｄ） 警察業務中的交通管制，以何者為主要對象？（Ａ）陸、海、空交通器

及交通者（Ｂ）空中交通器及交通者（Ｃ）海上交通器及交通者（Ｄ）

陸上交通器及交通者。 
（Ａ） 在現代交通管理原則的3E政策中，何者重在交通的治本工作？（Ａ）交

通教育與交通工程（Ｂ）交通工程與交通執法（Ｃ）交通執法與交通教

育（Ｄ）交通教育、交通工程與交通執行。 
（Ｄ） 下列何者不是處理警察業務的共同守則？（Ａ）事前預防重於事後處置

（Ｂ）主動重於被動（Ｃ）經常重於臨時（Ｄ）運用民力重於運用警力

。 
（Ｂ） 依現行「警察服制條例」之規定，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之制服？（

Ａ）警察禮服（Ｂ）警察大衣、雨衣（Ｃ）警察常服（Ｄ）警察便服。 
（Ｄ） 為使警察人員指揮交通時便於決定何種交通者應先「行進」，何者應先

「停止」，就必須確定：（Ａ）交通限制權（Ｂ）交通指揮權（Ｃ）交

通取締權（Ｄ）交通優先權。 
（Ｂ） 下列何者是指「如何分別使用警力，以期達到因時因地因事制宜之目的

」？（Ａ）警察業務分配（Ｂ）警察勤務分配（Ｃ）警察政策分析（Ｄ

）警察行政控制。  
（Ｃ） 有關內、外勤警力的劃分運用，下列何者為正確？（Ａ）內、外勤並重

（Ｂ）內勤重於外勤（Ｃ）外勤重於內勤（Ｄ）內、外勤並無顯著差異

。 
（Ａ） 下列有關民主法治國家中「警察強制」手段之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Ａ）是限制一般人民自由而使用統治權之表現（Ｂ）是警察不得已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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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Ｃ）是對破害法令者之約束（Ｄ）是對緊急情況之處置。 
（Ｃ） 各警察機關設預備隊（如保安隊、警備隊等），專充預備警力，俟機出

動，這是屬於那一種保留預備警力的辦法？（Ａ）集中式的預備警力（

Ｂ）分散式的預備警力（Ｃ）專門化的預備警力（Ｄ）普通化的預備警

力。 
（Ｄ）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為「警察處分」之內容？（Ａ）警察下令（Ｂ）

警察許可（Ｃ）警察免除（Ｄ）警察罰。  
（Ｃ） 下列選項中，何者是我國「統一警察組織體系」所採行之方法？（Ａ）

地域性之分層統一（Ｂ）業務性之單獨統一（Ｃ）地域與業務之綜合體

系（Ｄ）專業化之分工原則。 
（Ａ） 下列選項中，何者是警察機關「部門化」最被廣泛採用之原則？（Ａ）

依工作性質（Ｂ）依工作程序或方法（Ｃ）依地區（Ｄ）依工作對象。 
（Ｃ） 何種警力的勤務分配是各種勤務分配中最複雜的，但也是最易於掌握的

？（Ａ）行政警察（Ｂ）刑事警察（Ｃ）交通警察（Ｄ）保安警察。 
（Ｂ） 有關台灣警察機關中普遍設有「駐區督察（員）」之敘述中，何者是不

正確的？（Ａ）是一種「虛級」（Ｂ）代表上級行使指揮、監督、考核

及領導等權（Ｃ）是調節組織「節制範疇」與「層級簡單」間衝突之方

法（Ｄ）是憑上級授權代表上級行使職權。 
（Ｃ）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美國警察教育之特色？（Ａ）各大學可自行辦理

警政院系（Ｂ）全國警察教育制度無完整之體系可循（Ｃ）警察幹部之

擢升採外補制（Ｄ）各警察機關單獨辦理警察之養成及升級教育。 
（Ｂ） 有關警察業務中的交通管制，下列何者為非？（Ａ）交通取締的主要目

的在於預防及減少交通事故（Ｂ）交通整理的主要目的在於預防及防止

事故的再生（Ｃ）事故調查的主要目的在於判明肇事的責任，防止事故

的再生（Ｄ）交通指揮是整理交通最重要的手段。 
（Ｃ） 何種警察人員的任務為警戒與警備，以靜態的值勤居多？（Ａ）刑事警

察人員（Ｂ）交通警察人員（Ｃ）保安警察人員（Ｄ）外事警察人員。 
（Ａ）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我國警察行為救濟之方式？（Ａ）司法訴訟（Ｂ

）訴願（Ｃ）行政訴訟（Ｄ）聲明異議。 
（Ｂ） 我國警察組織採用何種形式在民眾中深入生根？（Ａ）增加巡邏密度（

Ｂ）建立義警制度（Ｃ）建立替代役制度（Ｄ）在民眾中佈線。 
（Ｃ） 警察權之運用應遵守「禁止不當連結之原則」，下列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Ａ）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間不可有不當連結（Ｂ）「禁止不當連

結之原則」係比例原則之延伸原則（Ｃ）警察之手段與目的不能有實質

之連結（Ｄ）警察行為之目的與手段如不當連結即違反比例原則。 
（Ａ） 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為刑事警察勤務分配之原則？（Ａ）24小時不間

斷（Ｂ）劃分責任區（Ｃ）犯罪巡邏（Ｄ）特定勤務（專案）。 
（Ｃ） 小區域的徒步巡邏較適用在何種情況？（Ａ）人口稀少的地區（Ｂ）民

眾活動不頻繁的地區（Ｃ）人口稠密、民眾活動頻繁的地區（Ｄ）任何

地區都適用。 
（Ａ） 警察組織變革的目的，在於幫助警察組織朝向何種組織演變？（Ａ）有

機特質的組織（Ｂ）機械特質的組織（Ｃ）科層式的組織（Ｄ）規範導

向的組織。 
（Ｃ） 有關交通警力的工作地區，下列何者為非？（Ａ）工作地區是道路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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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點與重要交通道路（Ｂ）工作地區是點與線（Ｃ）應注重面的控制（

Ｄ）在交通繁忙時，交通警察應適時到達一定點線，疏導交通流量。 
（Ａ） 依據史實，維繫地方治安之「保甲制度」，創始於：（Ａ）宋朝（Ｂ）

元朝（Ｃ）明朝（Ｄ）清朝。 
（Ａ） 根據警察法，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之官等？（Ａ）警務佐（Ｂ）警佐（Ｃ

）警正（Ｄ）警監。 
（Ｄ） 「宜未雨而綢繆」，從行政三聯制而言，是強調下列何者之重要？（Ａ

）執行（Ｂ）監督（Ｃ）考核（Ｄ）計劃。 
（Ｃ） 根據警察教育條例，「警監班」被歸類為下列何者？（Ａ）養成教育（

Ｂ）進修教育（Ｃ）深造教育（Ｄ）高階教育。 
（Ｂ） 下列警察機關中，何者係根據「組織通則」設置？（Ａ）刑事警察局（

Ｂ）保安警察第二總隊（Ｃ）國道公路警察局（Ｄ）國家公園警察大隊

。 
（Ｃ） 警察人員認為其所服務機關之管理措施不當，致影響其權益。此時，若

根據公務人員保障法，這位警察人員可以提出之救濟措施為下列何者？

（Ａ）申復（Ｂ）復審（Ｃ）申訴（Ｄ）訴願。 
（Ｂ） 警察人員對其服務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不當致損害其

利益，此時，若根據公務人員保障法，他可以提出的救濟措施為下列何

者？（Ａ）申訴（Ｂ）復審（Ｃ）申復（Ｄ）訴願。 
（Ｄ） 警察人員有事實足認民眾有參與組織性犯罪之虞者，在經下列何者書面

同意後，得以目視進行對民眾進行資料蒐集活動？（Ａ）警察分駐所長

（Ｂ）警察分局長（Ｃ）刑警隊長（Ｄ）警察局長。 
（Ａ） 義務人對於警察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行使職權之方法，有所不服，其救

濟方式為下列何者？（Ａ）異議（Ｂ）上訴（Ｃ）抗告（Ｄ）申訴。 
（Ｃ） 根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通訊監察的目的在於下述何者：①確保國家安

全、②防止一切危害、③維持社會秩序、④促進人民福利。（Ａ）①②

（Ｂ）②③（Ｃ）①③（Ｄ）②④。 
（Ａ） 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是因下列何者而起？（Ａ）警察勤務條例（

Ｂ）警察職權行使法（Ｃ）警察人員管理條例（Ｄ）警察法。 
（Ｄ） 關於警察史實，選出正確的敘述。（Ａ）現代警察一般認為是由和麥（

August Vollmer）所建立（Ｂ）皮爾爵士建立所謂的「回召信號制」（

Ｃ）胡佛被美國人稱之為「現代警察之父」（Ｄ）威爾遜（O.W.Wilson
）所著「警察行政」一書，被許多警察機關採用做為教材。 

（Ａ） 地處偏遠、不適合與其他警勤區實施共同勤務，此時應設置的單位為：

（Ａ）駐在所（Ｂ）分駐所（Ｃ）派出所（Ｄ）守望所。 
（Ｄ） 關於我國警察史實，選出錯誤的敘述。（Ａ）中央警察大學前身為中央

警官學校（Ｂ）民國８１年戶警分隸（Ｃ）民國８４年消警分隸（Ｄ）

民國６１年警察法公布施行，我國警政走向新里程碑。 
（Ａ） 關於警察決策程序，下列何者應該列為首先的步驟？（Ａ）確定問題（

Ｂ）提出方案（Ｃ）進行選擇（Ｄ）分析方案。 
（Ｂ） 關於警察職務行為，選出錯誤的敘述。（Ａ）警察偵查刑案，性質上屬

於司法行為（Ｂ）警察即時強制屬司法行為，應根據刑事訴訟法作為（

Ｃ）警察實施行政調查，可以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作為（Ｄ）警察臨檢

，可以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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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行為派警政管理理論人士，曾以「過度依賴規範及官僚式的日常作業，

可能會抑制警察專業角色的發展」來批評下列何種理論？（Ａ）副文化

理論（Ｂ）權變理論（Ｃ）古典警政管理理論（Ｄ）系統理論。 
（Ｂ） 針對治安問題，警察不待民眾之請求，採取預防性的先行作為，係屬下

列何者作為？（Ａ）被動式作為（Ｂ）預警式作為（Ｃ）調和式作為（

Ｄ）標準化作為。 
（Ａ） 在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的研究發現被提出後，下列何項逐漸成為愈來愈受重視的

警察勤務焦點？（Ａ）應明白指示巡邏員警要做什麼，而不是由巡邏員

警隨機性的自行選擇（Ｂ）增加警力絕對可以降低犯罪率（Ｃ）增加警

力絕對可以提昇民眾的安全感（Ｄ）快速反應絕對可以提昇刑案破獲率

。 
（Ｂ） 警政研究文獻顯示，台灣警政最大的變革，其內容為：（Ａ）科技的導

入（Ｂ）由戒嚴法制轉變為正規法制（Ｃ）主動打擊消滅犯罪（Ｄ）教

育的延長。 
（Ｃ） 警察對於治安事件迅速反應的效能，最主要是植基於什麼基礎之上？（

Ａ）警察的教育（Ｂ）警察的知識（Ｃ）民眾是否迅速報案（Ｄ）警察

的裝備。 
（Ｂ） 由於有效的警政管理需兼顧警察組織內員警的期望及警察組織外在環境

的期望，因此，警政管理者應盡力整合下列那三者的期望？（Ａ）法律

、經濟及社會福利（Ｂ）員警、社區及警察組織（Ｃ）內政、國防及經

濟（Ｄ）內政、國防及外交。 
（Ｄ） 控制犯罪，是警察的重要工作。多數研究證明，犯罪的空間分布並非是

隨機平均分布的，即少數地點可能集中大量的犯罪事件，這些地點在學

理上被稱為：（Ａ）危險地（Ｂ）打擊點（Ｃ）掃蕩點（Ｄ）犯罪熱點

。 
（Ｃ） 下列何者是針對警察執行汽車巡邏的主要批評？（Ａ）耗費警力（Ｂ）

機動性不足（Ｃ）造成警察與民眾隔離（Ｄ）巡邏區過大。 
（Ｂ） 關於通訊監察，選出錯誤的敘述。（Ａ）通訊監察書在審判中由法官依

職權核發（Ｂ）必須為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之有期徒刑之罪，方得核發

通訊監察書（Ｃ）擄人勒贖罪檢察官得以口頭通知執行機關先執行通訊

監察（Ｄ）綜理國家安全情報機關首長針對外國勢力亦得核發通訊監察

書。 
（Ｂ） 在警察所受理的報案中，有相當高比例的案件是屬於：（Ａ）正在進行

的犯罪（Ｂ）冷卻的犯罪（Ｃ）實質上必須立即反應的犯罪（Ｄ）嚴重

的暴力案件。 
（Ｄ） 警察權之行使，若對人民的自由權利加以限制，必須以法律定之，或有

法律明確授權的警察命令作為依據，此為何項原則？（Ａ）平等原則（

Ｂ）比例原則（Ｃ）誠信原則（Ｄ）法律保留原則。 
（Ａ） 下列勤務策略與作為，何者與專業化時期（或傳統時期）警政有密切關

係？（Ａ）機動巡邏與快速反應（Ｂ）社區警政（Ｃ）全面品質管理（

Ｄ）問題導向警政。 
（Ｃ） 關於我國警察勤務之發展趨勢，下列敘述何者錯誤？（Ａ）勤務方式動

態化（Ｂ）勤務督導人性化（Ｃ）勤務執行軍事化（Ｄ）勤務管理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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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Ｄ） 下列何者不可能是警察組織提高見警率之初衷？（Ａ）預防犯罪發生（

Ｂ）增加為民服務（Ｃ）強化與民眾接觸（Ｄ）掃蕩有組織犯罪。 
（Ｃ） 警察工作中，下列何者被認為是最後訴諸且應慎重使用之手段？（Ａ）

指導（Ｂ）溝通（Ｃ）強制（Ｄ）說服。 
（Ｂ） 從警察勤務條例的規定來看，下列何者是劃分警察勤務區首要考慮的？

（Ａ）面積（Ｂ）自治區域（Ｃ）工作繁簡（Ｄ）治安狀況。 
（Ｃ） 某甲認為其利益受到行政機關違法或不當之行政處分而致損害，在一般

情況下，依法他應先提出的救濟方式為下列何者？（Ａ）行政訴訟（Ｂ

）聲明異議（Ｃ）訴願（Ｄ）國家賠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