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一學年度二年制技術系班入學考試試題 

 「警察勤務」題解  

（Ｂ）「警察勤務條例」是依何種法令制定？（Ａ）國家安全法（Ｂ）警察法（Ｃ）

行政執行法（Ｄ）社會秩序維護法。  
（Ａ）警察勤務是警察機關為達成何種目的－警察任務，本於警察權所為之行政

行為？（Ａ）行政目的（Ｂ）立法目的（Ｃ）司法目的（Ｄ）監察目的。  
（Ｂ）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警察勤務之實施以何種警察為中心？（Ａ）刑事警

察（Ｂ）行政警察（Ｃ）交通警察（Ｄ）保安警察。  
（Ｄ）警察勤務條例第五條規定，警勤區由警員一人負責，依學理而言，「由警員

一人負責」所代表之意義，下列何者為非？（Ａ）高素質化（Ｂ）專責化

（Ｃ）專業化（Ｄ）節約警力化。  
（Ｃ）下列何者不是警勤區之劃分因素或參酌事項？（Ａ）村里大小（Ｂ）人口

疏密（Ｃ）民眾良莠（Ｄ）未來發展趨勢。  
（Ｄ）下列何者是屬於警察勤務基本單位？（Ａ）派出所（Ｂ）警察分隊（Ｃ）

警察小隊（Ｄ）警勤區。  
（Ｃ）我國警察勤務機構之設置，依理論而言，是採何種警力派遣制度？（Ａ）

集中制（Ｂ）散在制（Ｃ）集中與散在併用制（Ｄ）集中與散在輪用制。  
（Ｄ）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下列何者不是六種警察勤務方式之一？（Ａ）勤區

查察（Ｂ）巡邏（Ｃ）備勤（Ｄ）搜索。  
（Ｂ）警員執行勤區查察時，主要以下列何種工作項目為主？（Ａ）社會調查（Ｂ）

戶口查察（Ｃ）情報佈建（Ｄ）推行政令。  
（Ｂ）偏遠警勤區不能與其他警勤區聯合實施共同勤務者，得設：（Ａ）檢查哨（Ｂ）

警察駐在所（Ｃ）警衛派出所（Ｄ）警察分駐所。  
（Ｄ）警察派出所設置基準，由那一機關定之？（Ａ）縣 (市 )警察局（Ｂ）縣 (市 )

政府（Ｃ）省 (市 )警察機關（Ｄ）內政部警政署。  
（Ａ）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行及督導，是由那一單位負責之？（Ａ）分駐所、

派出所（Ｂ）警察分局（Ｃ）警察局（Ｄ）警政署。  
（Ｂ）巡邏勤務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為主；於執行巡邏勤務時，若發現有一車

輛車牌號碼髒不能辨認，則可進行下列何種行為？攔停盤查取締

搜索（Ａ）（Ｂ）（Ｃ）（Ｄ）。  
（Ｂ）警察勤務條例規定，各級勤務機構因治安需要，得運用組合警力，並得保

留預備警力；依理論而言，這是屬於勤務運作原理中的：（Ａ）迅速原理（Ｂ）

機動原理（Ｃ）彈性原理（Ｄ）顯見原理。  
（Ａ）從警察勤務發展的軌跡分析，下列何種勤務將日趨重要？（Ａ）巡邏（Ｂ）

臨檢（Ｃ）值班（Ｄ）守望。  
（Ａ）警察事故發生後，警察到達事故現場之時間會影響破案之機會；依理論而

言，這是屬於勤務運作原理中的：（Ａ）迅速原理（Ｂ）機動原理（Ｃ）彈



性原理（Ｄ）法治原理。  
（Ｃ）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零時至六時之服勤時間以不超過幾小時為原則？（Ａ）

小時（Ｂ）小時（Ｃ）小時（Ｄ）小時。  
（Ｂ）警察擔服勤務，因治安狀況需要而停止輪休時，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下

列處理方式何者正確？（Ａ）不得停止輪休（Ｂ）得停止輪休，並酌予補

假（Ｃ）得停止輪休，並必須完全補假（Ｄ）得停止輪休，並發給超勤加

班費。  
（Ａ）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勤區查察時間每日二至四小時，得斟酌下列何種因

素調整之？（Ａ）勞逸情形（Ｂ）治安狀況（Ｃ）面積廣狹（Ｄ）地區特

性。  
（Ｂ）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有關警察服勤人員之睡眠時間，其規定如何？（Ａ）

應連續小時，不得變更之（Ｂ）應連續小時，得變更之（Ｃ）得斷續

共小時，但不得變更之（Ｄ）得斷續共小時，並得變更之。  
（Ｂ）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勤務交接時間，是由那一機關定之？（Ａ）警察分

局（Ｂ）警察局（Ｃ）警政署（Ｄ）各機關自行定之。  
（Ｂ）警察分局對於派出所服勤人員之編組、服勤方式之互換及服勤時間之分配，

加以規劃所訂定之「勤務表」稱為：（Ａ）勤務分配表（Ｂ）勤務基準表（Ｃ）

勤務編配表（Ｄ）勤務規劃表。  
（Ａ） 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當勤務執行機構置多少人員時，其夜間值班可改為

值宿？（Ａ）~人（Ｂ）~人（Ｃ）~人（Ｄ）~人。  
（Ｃ） 當勤務執行機構配置 4 人時，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其勤務編配原則是採：

（Ａ）四班輪替制（Ｂ）三班輪替制（Ｃ）半日更替制（Ｄ）全日更替制。 
（Ｃ） 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下列那一機關基於事實需要，得指派警員專責執行

勤區查察，及調整警勤區之範圍？（Ａ）分駐所、派出所（Ｂ）警察分局

（Ｃ）警察局（Ｄ）警政署。  
（Ｄ） 警察局交通隊所服行之勤務，若從任務上區分，是屬於：（Ａ）一般警察勤

務（Ｂ）行政警察勤務（Ｃ）專業警察勤務（Ｄ）專屬警察勤務。  
（Ｂ） 我國警察勤務編配制度，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是採何種制度為主？（Ａ）

四班輪替制（Ｂ）三班輪替制（Ｃ）半日更替制（Ｄ）全日更替制。  
（Ｄ） 警察事故之發生具有不特定性，依警察勤務條例第 14 條、第 17 條之規定，

各級勤務機構為因應需要，於規劃執行勤務時，得如何處理？指派人員

編組機動隊 (組 )經常控制適當之機動警力保留預備警力運用組合警

力（Ａ）（Ｂ）（Ｃ）（Ｄ）。  
（Ｃ） 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為達成取締、檢肅、查緝等法定任務，下列何種勤

務方式屬於運用組合警力之執行方式？巡邏臨檢路檢勤區查察

（Ａ）（Ｂ）（Ｃ）（Ｄ）。  
（Ｂ） 各級警察機關內負責統一調度、指揮、管制所屬警力，執行各種勤務的單

位為：（Ａ）機關主管（官）（Ｂ）勤務指揮中心（Ｃ）業務單位（Ｄ）督

察單位。  



（Ｂ） 警察執行勤務前，應舉行勤前教育，其中以警察分局為實施單位者，是：（Ａ）

基層勤前教育（Ｂ）聯合勤前教育（Ｃ）專案勤前教育（Ｄ）特定勤前教

育。  
（Ａ） 實施勤前教育之最主要目的在於：（Ａ）統一觀念做法（Ｂ）表現長官權威

（Ｃ）檢查應勤裝備（Ｄ）清點服勤人數。  
（Ｄ） 警勤區警員執行勤區查察時，其工作項目有：戶口查察情報佈建與蒐

集推展警民合作人犯查捕政令宣導（Ａ）（Ｂ）（Ｃ）

（Ｄ）。  
（Ａ） 有關「臨檢」勤務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Ａ）臨檢屬任意性之行政調

查行為（Ｂ）臨檢屬強制性之行政執行行為（Ｃ）臨檢屬強制性之行政命

令行為（Ｄ）臨檢屬任意性之刑事搜索行為。  
（Ｃ） 依「戶口查察作業規定」之規定，警察執行戶口查察勤務原則上應於日出

後日沒前行之；但現在工商業社會中，受查察人白天經常不在家，屢查不

遇，經與受查察人約定時間查察者，不在此限；試問約定時間查察規定於

幾時之前實施？（Ａ）時（Ｂ）時（Ｃ）時（Ｄ）時。  
（Ａ） 有謂：「督察人員是警察中之警察」，對於督察人員而言，此話主要顯示了

下列何種意義？（Ａ）角色複雜關係（Ｂ）功能矛盾關係（Ｃ）公平正義

關係（Ｄ）行政效率關係。  
（Ｃ） 依「警察機關強化勤務紀律實施要點」之規定，警察處理交通事故態度不

佳、蒐證不全、繪圖草率、執法不公，致民眾權益受損者，是屬於下列何

種勤務紀律之嚴禁情事？（Ａ）接受報案紀律（Ｂ）貫徹報告紀律（Ｃ）

執行勤務紀律（Ｄ）服裝儀容態度紀律。  
（Ｃ） 依「道路交通事故處理規範」之規定，交通事故當事人或其家屬可向處理

單位申請下列那些資料？現場圖複印本現場照片複印本開具「道路

交通事故證明書」「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複印本（Ａ）（Ｂ）

（Ｃ）（Ｄ）。  
（Ａ） 關於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結果發現，下列何者正確？（Ａ）刑案發

生與巡邏密度無關（Ｂ）市民對犯罪的恐懼與巡邏密度明顯相關（Ｃ）警

察反應時間與巡邏密度明顯相關（Ｄ）市民對警察之態度與巡邏密度明顯

相關。  
（Ａ） 警勤區佐警之基本資料為一圖、二表、三簿冊，「二表」是指：戶口狀況

調查表地區特性調查表警勤區業務交接報告表警勤區概況背誦表

（Ａ）（Ｂ）（Ｃ）（Ｄ）。  
（Ｃ） 依「流動人口登記辦法」之規定，下列何種人口應向暫住地之分駐（派出）

所辦理流動人口登記？外出住宿旅店者學生暫住於出租公寓者工人

住宿於工廠宿舍，期間在 15 日以上者僑居國外，入境居留期間，未設戶

籍者（Ａ）（Ｂ）（Ｃ）（Ｄ）。  
（Ｃ） 有關警察機關處理查尋人口之敘述，下列何者不正確？（Ａ）依警政署訂

定之「查尋人口查尋注意事項」規定辦理（Ｂ）對需立即查尋案件，應即



報告警察（分）局勤務指揮中心通報線上警力查尋（Ｃ）派出所受理查尋

人口報案時，若非本轄，則仍應登記備查（Ｄ）查尋人口資料上網輸入電腦

滿一個月（海空難者滿一週）尚未查獲者，即由警政署編列案號管制。 
（Ａ） 下列何者屬於臨檢實施之手段：檢查盤查路檢取締（Ａ）

（Ｂ）（Ｃ）（Ｄ）。  
（Ａ） 下列何者不是警察實施臨檢要件之一？（Ａ）得依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

於公共場所任意臨檢或隨機檢查（Ｂ）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限於已發生危

害或易生（即將發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人為之（Ｃ）對私人居住處

所為之者，該處所並應受住宅相同之保障（Ｄ）實施時，應遵守比例原則，

不得逾越必要程度。  
（Ｃ） 警察實施臨檢程序之敘述，下列何者為非？（Ａ）臨檢進行前應對在場者

告以實施之事由（Ｂ）臨檢進行前應對在場者出示證件表明身分（Ｃ）臨

檢以帶離現場實施為原則，在現場實施為例外（Ｄ）身分一經查明，除因

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理者外，即應任其離去，不得稽延。  
（Ａ） 對違法臨檢行為之救濟，下列敘述何者為非？（Ａ）受臨檢人於臨檢程序

終結後，得向執行人員提出異議（Ｂ）異議有理由者，在場執行人員中職

位最高者應即為停止臨檢之決定（Ｃ）異議無理由者，得續行臨檢，經受

臨檢人請求時，並應給予載明臨檢過程之書面（Ｄ）臨檢過程之書面具有

行政處分之性質，異議人得依法提起行政爭訟。  
（Ａ） 警察實施路檢發現汽車駕駛人有酒後駕車之嫌疑，當以酒精測定器進行呼

氣酒精濃度測試之前，依理論或警察機關之規定，應先採取下列何種措施，

始能測得真正之呼氣酒精濃度值，以避免冤枉駕駛人？（Ａ）請駕駛人先

漱口再進行測試（Ｂ）請駕駛人先等候 10 分鐘再進行測試（Ｃ）請駕駛人

先確認酒精測定器貼有國家標準檢驗章後再進行測試（Ｄ）不用採取任何措

施即可逕行測試。  
（Ｂ） 警察執行巡邏勤務時，若發現非屬汽車範圍之動力機械行駛於道路上時，則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可進行臨檢、稽查，並加以取締（Ｂ）該駕駛人

應隨車攜帶請領之臨時通行證（Ｃ）該駕駛人應具有大貨車以上之駕駛執

照（Ｄ）當該車輛違規時，僅處以罰鍰之處罰。  
（Ｃ） 警察擔服道路交通事故處理勤務時，有關現場蒐證之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Ａ）現場蒐證完整與否，對於日後肇事責任之判定有決定性之影響（Ｂ）

現場蒐證之方法有現場測繪、現場攝影、製作筆錄、人體車體損傷紀錄⋯⋯

等（Ｃ）為求迅速處理，在現場應盡速蒐證，求證則於離開現場後再行之

（Ｄ）處理人員若熟悉道路交通法規，將有助於現場蒐證。  
（Ｃ） 警察處理道路交通事故時，若現場為彎道，則在現場測繪程序中，比較適合

採用下列何種定位法？（Ａ）直角座標法（Ｂ）二定點法（Ｃ）三定點法（Ｄ）

綜合運用法。  
 
 



◎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一學年度警佐班第二十二期入學考試試題  

 「警察勤務」題解 

（Ａ）下列何者為警察勤務機構之基本單位？（Ａ）警勤區（Ｂ）派出所（Ｃ）

分駐所（Ｄ）警察分局。  
（Ｂ）下列何者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之執行機構？（Ａ）分駐（派出）

所（Ｂ）警察分局（Ｃ）警察局（Ｄ）內政部警政署。  
（Ｄ）依據現行警察勤務條例規定，依多少人口密度劃設一個警勤區：（Ａ）一千

人口或五百戶以下（Ｂ）二千人口或六百戶以下（Ｃ）二千人口或五百戶

以上（Ｄ）二千人口或五百戶以下。  
（Ｃ）警察分駐所及派出所之設置標準，由何機關定之？（Ａ）行政院（Ｂ）內

政部（Ｃ）內政部警政署（Ｄ）各警察局。  
（Ｃ）警察勤務裝備機具之配備標準，由何機關定之？（Ａ）行政院（Ｂ）內政

部（Ｃ）內政部警政署（Ｄ）各警察局。  
（Ｄ）於衝要地點或事故特多地區，由服勤人員擔任警戒、警衛、管制等勤務，

稱為：（Ａ）勤區查察（Ｂ）巡邏（Ｃ）臨檢（Ｄ）守望。  
（Ｂ）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線）巡視，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為主，並執行檢

查、取締、盤詰等勤務，稱為：（Ａ）勤區查察（Ｂ）巡邏（Ｃ）臨檢（Ｄ）

守望。  
（Ｂ）共同勤務得視服勤人數及轄區治安情形，互換勤務方式，但均以何種方式

為主？（Ａ）勤區查察（Ｂ）巡邏（Ｃ）臨檢（Ｄ）守望。  
（Ａ）下列何者為個別勤務？（Ａ）勤區查察（Ｂ）值班（Ｃ）備勤（Ｄ）守望。 
（Ｃ）聯合勤前教育之實施單位為：（Ａ）分駐所（Ｂ）派出所（Ｃ）分局（Ｄ）

警察局。  
（Ｂ）警勤區同仁應以久任為原則，所謂「久任」之任期為何？（Ａ）一年以上

（Ｂ）二年以上（Ｃ）三年以上（Ｄ）四年以上。  
（Ｂ）警察勤務之實施，應以那一種警察為中心？（Ａ）刑事警察（Ｂ）行政警

察（Ｃ）交通警察（Ｄ）保安警察。  
（Ｄ）下列各種表簿，依使用時間先後而言，何者需最先訂定或使用？（Ａ）勤

務分配表（Ｂ）工作紀錄簿（Ｃ）出入登記簿（Ｄ）勤務基準表。  
（Ｃ）依現行規定，下列有關勤休時間之敘述，何者為非？（Ａ）每日勤務以八

小時為原則，必要時每日服勤時間以延長四小時為度（Ｂ）服勤人員每日

應有一次連續八小時以上之休息時間為原則（Ｃ）服勤人員每日深夜勤務

以連續不超過六小時為原則（Ｄ）居家較遠同仁，得將輪休合併集中實施。 
（Ｂ）勤區查察時間，得斟酌勞逸情形，每日編排幾小時？（Ａ）不超過二小時

（Ｂ）二至四小時（Ｃ）四至六小時（Ｄ）不超過八小時。  
（Ｄ）下列有關勤務時間之敘述，何者為正確？（Ａ）每日勤務時間其起訖時間

自七時起至二十四時止（Ｂ）零時至七時為深夜勤（Ｃ）十七時至二十四



時為夜勤（Ｄ）警察勤務之實施，應晝夜執行。  
（Ｃ）下列有關「警勤區專責制」做法之敘述，何者為非？（Ａ）指派警員專責

執行勤區查察（Ｂ）另指派警員輪服共同勤務（Ｃ）為落實警勤區之專責

查察工作，應將其警勤區縮小（Ｄ）必要時，得將警勤區擴大。  
（Ａ）依現行「警察勤務條例」規定，勤區查察以何種工作為主？（Ａ）戶口查

察（Ｂ）情報佈建與蒐集（Ｃ）社會治安調查（Ｄ）推行政令。  
（Ｃ）警察局設有保安隊及交通隊，依其任務，分派人員，服行各該何種勤務？

（Ａ）專業警察勤務（Ｂ）特種警察勤務（Ｃ）專屬勤務（Ｄ）專門職業

勤務。  
（Ｂ）下列那一種巡邏方式，最容易與民眾接觸，且最符合社區警政的理念？（Ａ）

騎馬巡邏（Ｂ）徒步巡邏（Ｃ）直昇機巡邏（Ｄ）汽車巡邏。  
（Ｃ）我國目前警力之部署方式係採下列何種方式？（Ａ）集中制（Ｂ）散在制

（Ｃ）集中與散在併用制（Ｄ）巡守互換制。  
（Ａ）依「警察勤務規範」規定，下列何者非屬於攻勢之勤務？（Ａ）守望（Ｂ）

臨檢（Ｃ）掃蕩（Ｄ）巡邏。  
（Ｄ） 依「警察勤務規範」規定，下列何者非屬於勤區查察之勤務內容？（Ａ）

戶口查察（Ｂ）可疑地、事、物之查察（Ｃ）情報佈建與蒐集（Ｄ）跟監

追蹤。  
（Ｂ） 對特定人或特定處所，所實施之安全維護措施，稱為：（Ａ）警戒（Ｂ）警

衛（Ｃ）管制（Ｄ）跟監。  
（Ａ） 警察分局勤務指揮中心之指揮官由下列何人擔任？（Ａ）分局長（Ｂ）副

分局長（Ｃ）分局勤務指揮中心主任（Ｄ）分局資訊室主任。  
（Ｃ） 依機關組織層級而言，現行警察機關設有幾個層級的勤務指揮中心？（Ａ）

一級（Ｂ）二級（Ｃ）三級（Ｄ）四級。  
（Ｃ） 依治安狀況之需要而言，各層級勤務指揮中心可實施幾級開設？（Ａ）一

級（Ｂ）二級（Ｃ）三級（Ｄ）四級。  
（Ｄ） 我國勤務指揮中心設置之「治安斑點圖」，與下列何種概念相通？（Ａ）管

轄面積（Ｂ）警民比例（Ｃ）犯罪黑數（Ｄ）犯罪熱點。  
（Ｂ） 對於通話內容緊要，或對特定之少數單位聯絡，且保密性較高時，應使用

下列何種通訊工具？（Ａ）警用無線電（Ｂ）有線電（Ｃ）行動電話（Ｄ）

SCA 專用廣播。  
（Ａ） 依「警察勤務規範」規定，對警察局或分局正在巡邏中，並裝設無線電話

之巡邏車上人員，稱為：（Ａ）立即反應機動警力（Ｂ）第一梯次機動警力

（Ｃ）第二梯次機動警力（Ｄ）第三梯次機動警力。  
（Ｄ） 警察局駐區督察員到其駐區之分局，實施勤務督導，稱為：（Ａ）機動督導

（Ｂ）幕僚督導（Ｃ）聯合督導（Ｄ）分區督導。  
（Ｂ） 依「警察勤務規範」規定，各級勤務指揮中心標示治安狀況之符號，採用

何種形狀？（Ａ）圓形（Ｂ）橢圓形（Ｃ）長方形（Ｄ）三角形。  
（Ａ） 依「警察勤務規範」規定，各級勤務指揮中心標示刑事案件之符號，採用



何種顏色？（Ａ）紅色（Ｂ）藍色（Ｃ）白色（Ｄ）黃色。  
（Ｃ） 各級勤務指揮中心之最新狀況圖，以標示下列何種狀況為主？（Ａ）勤務

狀況（Ｂ）組織結構圖（Ｃ）治安狀況（Ｄ）交通狀況。  
（Ｄ） 加強維持選舉期間治安之專案名稱為何？（Ａ）正風專案（Ｂ）順風專案

（Ｃ）正俗專案（Ｄ）景泰專案。  
（Ｂ） 實施防空避難演習之名稱為何？（Ａ）三民演習（Ｂ）萬安演習（Ｃ）濟

南演習（Ｄ）望安演習。  
（Ａ） 根據「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規定，下列敘述何者為非？（Ａ）警

力運用視任務需要，變更過去「適當警力」觀念為「優勢警力」（Ｂ）巡邏

以二人以下為原則（Ｃ）取消警網編組規定（Ｄ）全面檢討現行分駐（派

出）所、安檢所及各山地檢查哨設置位置及其存在之必要。  
（Ｂ） 理論上言，值班勤務最能凸顯警察勤務實施之何項原則？（Ａ）普及轄區

原則（Ｂ）晝夜執行原則（Ｃ）經濟規模原則（Ｄ）彈性原則。  
（Ｄ） 依「警察勤務規範」規定，巡邏人員到達巡邏要點，應下車做小區域查察，

其範圍以半徑幾公尺為原則？（Ａ）五公尺（Ｂ）十公尺（Ｃ）三十公尺

（Ｄ）五十公尺。  
（Ｃ） 民眾報案，不分本轄或他轄刑事案件，均應立即受理，不得拒絕、推諉，

此是指下列何種管理制度？（Ａ）目標管理（Ｂ）走動管理（Ｃ）單一窗

口制（Ｄ）報表管理。  
（Ｃ） 理論上言，派出所與警勤區的角色功能應為下列何者？（Ａ）打擊犯罪（Ｂ）

偵查犯罪（Ｃ）預防犯罪（Ｄ）執行搜索。  
（Ａ） 理論上言，警察勤務之規劃與執行，應考量「因時因地因事制宜」之原則，

稱為：（Ａ）彈性原理（Ｂ）顯見原理（Ｃ）集權原理（Ｄ）層級節制原理。 
（Ｄ） 有關勤區查察的方式，下列何者為非？（Ａ）直接查察係以公開方式行之

（Ｂ）間接查察係以秘密方式行之（Ｃ）直接查察視狀況需要得採一人查

察、聯合查察或專責查察（Ｄ）間接查察必須在「家戶訪問簽章表」內註

記簽章。  
（Ｂ） 現行負責核定勤區查察時數的單位是：（Ａ）分駐（派出）所（Ｂ）警察分

局（Ｃ）警察局（Ｄ）內政部警政署。  
（Ａ） 新接管警勤區佐警，應於幾個月內就勤區戶口全面查察一次，以瞭解人口

動、靜態及勤區狀況？（Ａ）一個月（Ｂ）二個月（Ｃ）三個月（Ｄ）四

個月。  
（Ｃ） 根據「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規定，下列有關專案勤務之敘述何者

為非？（Ａ）專案性勤務以不編配為原則（Ｂ）各分局如基於特殊因素須

執行專案勤務者，應報經該管警察局局長核准後方得規劃實施（Ｃ）春安

工作期間，為爭取刑案績效，各分局得自行編排專案勤務（Ｄ）專案性勤

務應視其勤務性質納入巡邏等法定勤務方式中執行。  
（Ｂ） 依現行戶口查察作業規定，勤區查察次數為：（Ａ）一種戶：每個月至少查

察一次（Ｂ）一種戶：每個月至少查察二次（Ｃ）二種戶：每個月至少查



察二次（Ｄ）三種戶：每個月至少查察一次。  
（Ｂ） 依現行戶口查察作業規定，將自衛槍枝戶列為：（Ａ）一種戶（Ｂ）二種戶

（Ｃ）三種戶（Ｄ）未規定。  
（Ｂ） 依現行戶口查察作業規定，將假釋人和保護管束人列為：（Ａ）一種戶（Ｂ）

二種戶（Ｃ）三種戶（Ｄ）未規定。  
（Ａ） 警勤區員警執行戶口查察，遇有拒絕拿出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時，應如

何處置？（Ａ）應善加勸導，如仍拒絕拿出，應將詳情註記於戶卡片副頁

（Ｂ）應善加勸導，如仍拒絕拿出，應會同村里長強制執行戶口查察（Ｃ）

應善加勸導，如仍拒絕拿出，應依妨害公務罪嫌移送法辦（Ｄ）不需善加

勸導，得逕依行政執行法強制執行戶口查察。  
（Ｃ） 下列有關「問題導向」的警政策略敘述，何者為非？（Ａ）警察應從犯罪

的個案中，找出犯罪的問題所在，並予有效解決（Ｂ）警察必須結合社區

各界力量，共同預防犯罪（Ｃ）警察負有維護社會治安的主要責任，應由

警察獨力負責犯罪預防工作（Ｄ）實施問題導向的警政策略，必須充分授

權警勤區佐警，做好犯罪預防工作。  
（Ｂ） 警察人員對集會遊行之採取命令解散，應公平合理考量人民集會、遊行權

利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不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

之必要程度，此是指行政法上之什麼原則？（Ａ）明確原則（Ｂ）比例原

則（Ｃ）法律優位原則（Ｄ）信賴保護原則。  
（Ａ）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對人實施臨檢的要件，下列

何者為正確？（Ａ）有相當理由足認其行為已構成危害或即將發生危害者

為限（Ｂ）應限於對已發生危害，或依主觀判斷易生危害者為之（Ｃ）不

需遵守比例原則，警察人員可任意行使裁量權（Ｄ）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

之空間者，比照公共場所為之。  
（Ｃ）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對警察實施臨檢的救濟，下

列何者為正確？（Ａ）並無救濟之特別規定，但可向普通法院提起訴訟（Ｂ）

並無救濟之特別規定，但可提出民事賠償之訴（Ｃ）在法律未為完備之設

計前，應許受臨檢人、利害關係人於臨檢程序終結前，向執行人員提出異

議（Ｄ）在法律未為完備之設計前，應許受臨檢人、利害關係人於臨檢程

序終結後，向執行人員提出異議。  
（Ｄ）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警察實施臨檢應遵守之事項，

下列何者為正確？（Ａ）警察機關為維護治安之必要，得不顧時間、地點

及對象任意臨檢、取締或隨機檢查（Ｂ）臨檢進行前，不需對在場者告以

實施臨檢之事由（Ｃ）執行人員著便衣者不需出示證件和表明身分（Ｄ）

臨檢之過程，應當場製作臨檢紀錄表，執行人員應逐一簽名。  
（Ｂ） 下列有關酒醉駕車取締程序的敘述，何者為非？（Ａ）測量前應先確認受

測者已飲酒結束十五分鐘以上（Ｂ）對測定酒精濃度未達違規標準之駕駛

人，可經由主觀之判斷，即認定必屬違規而予以重複測定（Ｃ）汽車駕駛

人拒絕接受酒精濃度測試之檢定，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規定，處

新台幣六萬元罰鍰，並吊銷駕駛執照（Ｄ）查獲呼氣酒精濃度含量超過每



公升 0.55（肇事案件 0.25）亳克以上者，應移送法辦。  
（Ｃ） 下列有關妨害風化（俗）檳榔攤取締程序的敘述，何者為非？（Ａ）對違

反工商法令者，函移稅捐或工商等單位處理（Ｂ）對造成道路障礙者，依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處罰（Ｃ）對於穿著暴露衣衫之販售檳榔少女，不

問成年與否，一律依「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送辦（Ｄ）執勤員警

應避免獨自進入檳榔攤，執勤時，宜考慮由女警配合，以免引發無謂紛爭。 
（Ｄ） 下列有關刑案現場處理程序的敘述，何者為非？（Ａ）進入現場應穿著鞋

套、帽子，手套，避免破壞現場（Ｂ）現場有傷患，應即通報值班請一一

九救援送醫（Ｃ）如有現行犯，逕行逮捕，如已逃逸，則通報追緝（Ｄ）

遇新聞記者欲進入現場者，應管制其人數，以一報社一名記者進入為原則。 
（Ｃ） 下列有關車禍案件處理程序的敘述，何者為非？（Ａ）現場需救護時，通

知一一九救護送醫（Ｂ）現場劃定管制區，疏導交通，應特別注意人車安

全（Ｃ）現場測繪（草）圖，應保持機密，不需請當事人或在場人簽章確

認（Ｄ）依當事人、被害人或其家屬之申請，提供道路交通事故證明書、

現場圖、照片等資料。  
（Ａ） 對於民眾親自報案，而該案件非屬本轄者，下列作業程序，何者為非？（Ａ）

應予以受理並記錄備查，不需要製作報案筆錄（Ｂ）應予以受理，並即製

作報案筆錄（Ｃ）於二十四小時內將受理報案之紀錄影本等資料，陳報分

局（Ｄ）由分局將有關資料函送管轄分局繼續偵辦，並副知報案人。  

 
 
 
 
 
 
 
 
 
 



 
◎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一學年度警正班第十一期入學考試試題  

「警察勤務」試題 
一、 (一 )我國對暴力犯罪案件，分為那七大類別？  

(二 )就理論上言，「巡邏」與「路檢」此兩種攻勢勤務，對各類暴力犯罪之抗制，

各有何功能存在？  
二、 (一 )就理論及勤務法規言，勤區查察應能發揮那些治安的功能？  

(二 )我國目前實施勤區查察之實際功效為何？  
(三 )如何解決我國勤區查察在治安功能上，應然面與實然面之間的落差問題？  

三、 (一 )何謂「治安斑點圖」？其功能何在？  
(二 )試就我國警察分駐 (派出 )所警力配置之多寡，與治安斑點圖之關聯情形，析

論我國分駐 (派出 )所之現存功能為何？  
四、今 (九十一 )年七月起，內政部 (警政署 )對各市、縣 (市 )政府實施之「提升國家治

安維護力專案評核計畫」，兼採取「自己跟自己比」及「中央評核地方，厲行重

獎重懲」的評核方式，其利弊情形如何？又其成功之道為何？ 
 
 
 
 
 
 
 
 
 
 
 
 
 
 
 
 
 
 
 
 
 



◎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二學年度二年制技術系班入學考試 

 「警察勤務」題解 

（Ｃ）近年來，國內外經濟情勢日益險峻，維護良好的社會治安乃成為政府拼經

濟的最大基石。因此，內政部警政署乃繼春安演習、治安燈號評比之後，

於九十二年三月起為落實整頓治安、打擊黑金，推出那一項專案，以呼應

國人望治心切的聲音？（Ａ）維平專案（Ｂ）維和專案（Ｃ）維安專案（Ｄ）

維祥專案。 

（Ｂ）依據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九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下列那種特種車輛於開

啟警示燈及鳴警報器執行緊急任務時，得不受標誌、標線及號誌之限制？

（Ａ）機關首長座車（Ｂ）工程救險車（Ｃ）外交部禮賓車（Ｄ）民意代

表座車。  
（Ｄ）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的改善，不能完全歸責於警察，因為道路交通問題亦

關乎人、車、路等因素，以及交通工程、教育、執法與環境等相關問題，

即所謂之：（Ａ）4C 政策（Ｂ）4D 政策（Ｃ）4N 政策（Ｄ）4E 政策。  
（Ｂ）制服員警於犯罪熱點密集徒步巡邏，以提昇犯罪預防之嚇阻效果，即為符

合：（Ａ）快速機動之要求（Ｂ）提高見警率之要求（Ｃ）優勢警力部署之

需求（Ｄ）守望相助之需求。  
（Ｂ）找出治安問題之癥結，對症下藥，以尋求根本解決，是下列那一警政策略

的核心論點？（Ａ）社區警政（Ｂ）問題導向警政（Ｃ）傳統警政（Ｄ）

整合警政。  
（Ａ）日本警察最基層單位，在市區稱之為交番 (KOBAN)，其性質類同於我國那

一警察機構？（Ａ）派出所（Ｂ）駐在所（Ｃ）守望哨 (崗 )（Ｄ）警察分局。 
（Ｃ）下列何者非分駐 (派出 )所設置之目的？（Ａ）供作服務站（Ｂ）組合警勤

區（Ｃ）構成監控點（Ｄ）形成治安面。  
（Ｄ）我國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係對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所定之那一

項勤務方式，所提出之釋義？（Ａ）守望（Ｂ）巡邏（Ｃ）勤區查察（Ｄ）

臨檢。  
（Ｂ）依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勤前教育之種類，可分為：（Ａ）二種（Ｂ）三種

（Ｃ）四種（Ｄ）五種。  
（Ｄ）下列那一項並非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所運用的執勤手段？（Ａ）檢查（Ｂ）

取締（Ｃ）盤詰（Ｄ）跟監。  
（Ｂ）為使我國警察行使職權，更具正當性，立法院甫於九十二年六月五日通過

「警察職權行使法」之三讀程序，並定於何時施行？（Ａ）九十二年七月

五日（Ｂ）九十二年十二月一日（Ｃ）九十三年一月一日（Ｄ）九十二年

十一月三十日。  
（Ａ）依據受理刑案報案處理作業程序之規定，重大刑案之處置結果應於：（Ａ）

二小時內通報（Ｂ）三小時內通報（Ｃ）四小時內通報（Ｄ）五小時內通



報。  
（Ａ）依據警察勤務條例第八條之規定，警察局於必要時，得設警衛派出所，在

特定地區執行何種任務？（Ａ）守護（Ｂ）監控（Ｃ）查緝（Ｄ）為民服

務。  
（Ｂ）依據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之規定，戶口查察應以為民服務及何種方

式實施？（Ａ）戶口調查（Ｂ）家戶訪問（Ｃ）巡迴連絡（Ｄ）諮詢佈置。 
（Ｄ）僑居國外（在台原設有戶籍者除外）及居住大陸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

入境定居或居（停）留者，比照何種戶查察？（Ａ）特種戶（Ｂ）三種戶

（Ｃ）二種戶（Ｄ）一種戶。  
（Ｂ）用來註記有素行紀錄人口及無素行紀錄而有治安顧慮人口之素行資料，是：

（Ａ）口索引卡（Ｂ）戶口查察記事卡（Ｃ）戶卡片（Ｄ）口卡片。  
（Ｃ）警察勤務指揮中心之功能包括 C3I，即情報資料處理、指揮、通信及：（Ａ）

勤務編配（Ｂ）監控（Ｃ）管制（Ｄ）督導。  
（Ｂ）巡邏線上設置巡邏箱之主要目的在於：（Ａ）方便督察人員查勤（Ｂ）預防

治安事故、消滅治安死角（Ｃ）滿足民意需求（Ｄ）防止員警偷勤。  
（Ｃ）因時、因地、因事制宜以有效部署警力，達成打擊犯罪之效果，此種作法

在學理上稱之為何種原理之運用？（Ａ）機動原理（Ｂ）顯見原理（Ｃ）

彈性原理（Ｄ）普遍原理。  
（Ｄ）迅制突變是特種勤務之：（Ａ）目標（Ｂ）方法（Ｃ）手段（Ｄ）要求。  
（Ｄ）對於勤務督導之重點，下列敘述何者為非？（Ａ）激勵工作士氣（Ｂ）指

導工作方法（Ｃ）考核勤務績效（Ｄ）發現員警勤務缺失。  
（Ａ）警察常需應其他公務機關之要求，給予必要之行政協助，然行政協助之特

性，除被動性、暫時性外，還有：（Ａ）輔助性（Ｂ）急迫性（Ｃ）正當性

（Ｄ）合法性。  
（Ａ） 為避免隱密性執法爭議，內政部警政署於九十一年十二月十一日再次函頒

相關補充規定，要求各單位：（Ａ）實施「便衣交通稽查」須經單位主管核

准（Ｂ）實施「規劃性」稽查勤務得不設置告示牌（Ｃ）應儘量在「速限

轉換區」取締超速違規（Ｄ）儘量勸導，減少告發取締。  
（Ｄ） 對於聚眾活動防處之基本原則，下列敘述何者為非？（Ａ）依法行政（Ｂ）

行政中立（Ｃ）保障合法（Ｄ）柔性勸導。  
（Ｂ） 依據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對各單位成敗負完全責任者為：（Ａ）督

察人員（Ｂ）各級主官（管）（Ｃ）業務人員（Ｄ）勤務人員。  
（Ｃ） 勤務督導分為駐區督導、機動督導（專案督導）及：（Ａ）慰勤督導（Ｂ）

駐地督導（Ｃ）聯合督導（Ｄ）五層督導。  
（Ｂ） 警察機關設立「治安風水師」之任務團隊，其主要之用意在於：（Ａ）蒐集

治安情報（Ｂ）教導民眾對住宅防竊、防盜的知識與做法（Ｃ）為民服務，

解答疑難（Ｄ）為民眾看風水，以促進警民關係。  
（Ｃ） 取締酒後駕車，在施測酒精濃度前，應先告知並確認受測者已飲酒結束多

少分鐘以上？（Ａ）五分鐘（Ｂ）十分鐘（Ｃ）十五分鐘（Ｄ）二十分鐘。 



（Ｃ） 依據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十四條規定，汽車駕駛人飲用酒類或其他類

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度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度超過

百分之多少以上者，不得駕車：（Ａ）0.08（Ｂ）0.06（Ｃ）0.05（Ｄ）0.03。 
（Ｃ） 依據警察機關受理刑事案件報案單一窗口實施要點之規定，民眾報案但非

屬本轄之刑事案件，應：（Ａ）婉拒受理（Ｂ）要求前往案發之所轄單位報

案（Ｃ）受理報案，妥善處理（Ｄ）登記備查。  
（Ｂ） 依據戶口查察作業規定，將通緝犯列為何種戶查察？（Ａ）一種戶（Ｂ）

二種戶（Ｃ）三種戶（Ｄ）特種戶。  
（Ｃ） 一種戶自受刑事處分執行完畢之日起幾年內無不良素行及治安顧慮，得改

列為二或三種戶查察？（Ａ）一年內（Ｂ）二年內（Ｃ）三年內（Ｄ）四

年內。  
（Ｄ） 依據戶口查察作業規定，對三種戶總戶數一二○○戶以上未滿一四○○戶

者，多久至少查察一次？（Ａ）五個月（Ｂ）六個月（Ｃ）七個月（Ｄ）

八個月。  
（Ｂ） 勤務之分配派遣，應力求勞逸平均，動、靜態工作務使均勻，藉以調節精

神體力，即必須：（Ａ）內、外勤務交替編排（Ｂ）攻勢、守勢勤務交替編

排（Ｃ）制服、便衣勤務交替編排（Ｄ）埋伏、守望勤務交替編排。  
（Ａ） 各級警察勤務指揮中心接受報案或報告後，指揮「立即反應」警力到達現

場處理，其所指之「立即反應」警力是指：（Ａ）線上巡邏員警（Ｂ）刑事

組偵查員（Ｃ）警備隊備勤員警（Ｄ）派出所備勤員警。  
（Ｂ） 流動人口應向暫住地之何單位辦理登記？（Ａ）警察分局（Ｂ）警察分駐

（派出）所（Ｃ）村、里長辦公室（Ｄ）戶政事務所。  
（Ａ） 警察勤務運作有所謂「TAP 理論（警察到達時間理論）」，該理論強調何種

原理之運用？（Ａ）迅速原理（Ｂ）機動原理（Ｃ）彈性原理（Ｄ）顯見

原理。  
（Ｄ） 依據警察勤務規範之規定，守望之工作項目並未包括：（Ａ）為民服務（Ｂ）

人車管制（Ｃ）警戒、警衛（Ｄ）職務協助。  
（Ｂ） 我國警察勤務制度在警力部署方面，係採：（Ａ）機動制（Ｂ）集中與散在

併用制（Ｃ）散在制（Ｄ）集中制。  
（Ｂ） 透過都市環境設計之改良，以達提升預防犯罪之功能，是何種理論之主要

論點？（Ａ）破窗理論（Ｂ）防衛空間理論（Ｃ）日常活動理論（Ｄ）社

會控制理論。  
（Ｃ） 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之共同勤務及個別勤務各為幾種？（Ａ）

共同勤務六種，個別勤務一種（Ｂ）共同勤務四種，個別勤務二種（Ｃ）

共同勤務五種，個別勤務一種（Ｄ）共同勤務五種，個別勤務二種。  
（Ａ） 民眾不服交通違規裁決結果，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八十七條之規定，

受處分人可循下列何種程序救濟?（Ａ）聲明異議（Ｂ）陳情（Ｃ）申訴（Ｄ）

抗告。  
（Ｂ） 下列何者是屬於內政部警政署規定之 A2 類道路交通事故？（Ａ）僅有財



物損失之交通事故（Ｂ）造成人員超過二十四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Ｃ）

造成人員二十四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Ｄ）擦撞但未有任何人車損傷之

交通事故。  
（Ａ） 道路交通事故現場測繪，常用綜合定位法、三定點定位法及：（Ａ）直角座

標定位法（Ｂ）斜角座標定位法（Ｃ）直線座標定位法（Ｄ）方格座標定

位法。  
（Ｃ） 擴大臨檢實施的頻率過高，從經濟學的觀點而言，可能形成：（Ａ）邊際效

益遞增效果（Ｂ）損益失衡效應（Ｃ）邊際效益遞減效果（Ｄ）彈性疲乏

效應。  
（Ａ） 民眾報案應填具報案三聯單，其第一聯依規定應：（Ａ）送分局勤務指揮中

心輸入電腦（Ｂ）由受理報案之警察單位妥存備查（Ｃ）交付報案人收執

保存（Ｄ）隨卷送刑事組參辦  
（＃） 值班員警對於 SCA 廣播事項應予保密並視同公文，以何種方式處理？（Ａ）

機密件（Ｂ）特急件（Ｃ）速件（Ｄ）密件。  
    【註：此題無標準答案。】  
（Ｄ） 下列那一項不是「備勤」勤務派遣的時機？（Ａ）處理突發、臨時事件（Ｂ）

解送、戒護人犯（Ｃ）替補缺勤勤務（Ｄ）參加常年訓練。  
（Ａ）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警察勤務條例規定警察機關執行勤

務之編組及分工，並對執行勤務得採取之方式加以列舉」，因之該條例：（Ａ）

已非單純之組織法，實兼有行為法之性質（Ｂ）應屬絕對之作用法（Ｃ）

應屬單純之行為法（Ｄ）應屬單純之組織法。  
（Ｂ） 戶口查察之目的，下列何者為非？（Ａ）掌握犯罪根源（Ｂ）蒐集人口資

料（Ｃ）鑑別人口良莠（Ｄ）瞭解人口動態。  

 

 

 

 

 

 

 

 



◎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二學年度警佐班第二十三期入學考試試題 

「警察勤務」題解 

一、單一選擇題 

（Ａ）警察勤務機構的值班勤務，最能顯示下列何項勤務原則？（Ａ）晝夜執行

（Ｂ）深入轄區（Ｃ）顯見警力（Ｄ）主動攻勢。 

（Ｂ）警察分駐所、派出所是屬於下列何種性質的警察勤務機構？（Ａ）基本單

位（Ｂ）執行機構（Ｃ）規劃機構（Ｄ）監督機構。  
（Ｄ）警察駐在所可能在下列何處設置？（Ａ）事故特多地區（Ｂ）衝要地點（

Ｃ）人口稠密地區（Ｄ）偏遠地區。  
（Ｃ）警察分局執行全國性防制飆車勤務前，通常需實施下列何種性質的勤前教

育？（Ａ）基層勤前教育（Ｂ）義警養成訓練（Ｃ）專案勤前教育（Ｄ）

公開誓師大會。  
（Ｃ）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路段，由服勤人員擔任臨場檢查或路檢的勤務方

式是指下列何者？（Ａ）勤區查察（Ｂ）巡邏（Ｃ）臨檢（Ｄ）守望。  
（Ｃ）下列何者為警察勤務條例上法定的共同勤務方式？（Ａ）勤區查察（Ｂ）

戶口查察（Ｃ）值班（Ｄ）常年訓練。  
（Ｄ）巡邏勤務應視需要彈性調整巡邏區（線），如果在不同時段規劃不同的巡邏

路線，則稱為：（Ａ）順線巡邏（Ｂ）逆線巡邏（Ｃ）定線巡邏（Ｄ）不定

線巡邏。  
（Ｃ）依警察勤務條例的規定，勤區查察時間，得斟酌勞逸情形，每日編排幾個

小時為原則？（Ａ）二小時以下（Ｂ）三小時（Ｃ）二至四小時（Ｄ）四

小時以上。  
（Ａ）下列那些勤務單位是基於「集中制」的勤務原理而設置？（Ａ）分局警備

隊（Ｂ）分駐所（Ｃ）派出所（Ｄ）駐在所。  
（Ｃ）我國警察機關現設有幾個層級的勤務指揮中心？（Ａ）一級（Ｂ）二級（Ｃ）

三級（Ｄ）四級。  
（Ｂ）勤區查察平時以下列何者為輪流查察單位？（Ａ）村、里（Ｂ）鄰（Ｃ）

路、街（Ｄ）鄉、鎮。  
（Ｄ）巡邏路線是由下列那些地點予以串聯而成最為適當？（Ａ）機關學校（Ｂ）

民意代表之住家（Ｃ）高級住宅之社區（Ｄ）治安要點。  
（Ａ）下列何者屬於攻勢勤務？（Ａ）臨檢（Ｂ）守望（Ｃ）勤區查察（Ｄ）備

勤。  
（Ｂ）警勤區員警利用勤務時間或與民眾接觸機會時，側面考查轄內戶口動態的

勤區查察方式為：（Ａ）直接查察（Ｂ）間接查察（Ｃ）公開查察（Ｄ）專

責查察。  
（Ｃ）警察局戶口課 (科 )承辦戶口業務人員赴所屬分局督導戶口業務的督察方

式，屬於：（Ａ）分級督察（Ｂ）分區督察（Ｃ）幕僚督察（Ｄ）機動查勤。 
（Ｃ）依「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規定，必要時每日服勤時間以延長幾個



小時為度？（Ａ）二小時（Ｂ）三小時（Ｃ）四小時（Ｄ）六小時。  
（Ｃ）依「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規定，勤區查察時數是由下列何單位核

定？（Ａ）內政部警政署（Ｂ）警察局（Ｃ）警察分局（Ｄ）分駐（派出）

所，  
（Ｄ）依「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規定，警力運用應視任務需要，調整為

下列何種觀念？（Ａ）優勢警力（Ｂ）強勢警力（Ｃ）警網編組（Ｄ）適

當警力。  
（Ａ）下列何者為一種戶？（Ａ）犯偽變造信用卡罪經起訴者（Ｂ）通緝犯（Ｃ）

假釋人（Ｄ）保護管束人。  
（Ｂ）新接管警勤區員警，應於多久內就勤區戶口全面查察一次？（Ａ）十五日

（Ｂ）一個月（Ｃ）二個月（Ｄ）三個月。  
（Ｄ）下列何種資料卡，是以「戶」為單位註記資料？（Ａ）口索引卡（Ｂ）口

卡片（Ｃ）戶口查察記事卡（Ｄ）戶卡片。  
（Ｃ）所有未為眾所週知，或未受刑事司法機關所追訴或處罰之犯罪數，稱為：（Ａ）

犯罪函數（Ｂ）被害人數（Ｃ）犯罪黑數（Ｄ）犯罪統計數。  
（Ｂ） 我國與日本的派出所組織制度，是下列何種勤務原理的具體表現？（Ａ）

顯見原理（Ｂ）散在原理（Ｃ）機動原理（Ｄ）集權原理。  
（Ａ） 下列何者為社區警政 (community policing)特別強調的精神？（Ａ）與民眾

共同解決犯罪問題（Ｂ）提升警察素質與執法能力（Ｃ）充實科學辦案的

設備與器材（Ｄ）迅速回應民眾 110 報案案件。  
（Ｃ） 某警察局保安隊試辦三班制勤務制度，各組員警之勤休週期為：「先連續服

勤五天後，連續輪休三天，再連續服勤五天後，連續輪休二天」，如此週而

復始，且每日服勤的時間均為十小時，請問該單位每位員警平均每週服勤

時數為幾小時？（Ａ）42.23（Ｂ）44.52（Ｃ）46.67（Ｄ）48.12。 
二、申論題 

俗話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因此，警察勤務是否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關鍵

在於執行人員是否能落實執行，試問： 

 警察勤務無法落實執行的原因何在？ 

 如何才能落實警察勤務的執行？ 

 
增加警察巡邏的密度，可以提高「見警率」，試問： 

 提高見警率，是否能預防犯罪的發生？ 

 承上，其理由何在？ 

 依你所見，預防犯罪最有效的方法為何？ 

 
 



 
◎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二學年度警正班第十三期入學考試試題  

「警察勤務」試題 
一、汽、機車竊盜案件發生數一直佔全般刑案很大比例，試問：  

（一）汽、機車的主要銷贓方式有那些？   
（二）如何落實查贓作業，才能有效阻絕汽、機車的銷贓管道，降低汽、機車     

竊盜案件之發生？  
二、警察為民服務，應注意民眾的期望和感受，試問：  

（一）民眾所期望的服務和所感受的服務之間，為何有落差？如何減少其落差？   
（二）警察管理階層對基層警察服務品質的期望，與基層警察實際表現的服務 

品質之間，為何有落差？如何減少其落差？   
三、有關警察勤務之督導，試問：  

（一）理論上，勤務督導的權責，應歸屬何種職務人員？   
（二）我國警察勤務督導的應有功能與實際功能各為何？  

四、有關警察實施擴大臨檢勤務，試問：  
（一）理論上，能達到什麼功效？   
（二）實際上，我國實施的成效如何？   
（三）理想上，法治國家警察實施擴大臨檢勤務，在實施之時間及地點的選擇

上應如何規範，才能兼顧人權與治安？   
 

 

 

 

 

 

 

 

 

 

 

 

 

 

 

 

 



◎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三學年度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行政警察學系）  

「警察勤務」題解  

一、單一選擇題：  

（Ｄ）下列何者為警察勤務條例之法源？（Ａ）憲法（Ｂ）刑法（Ｃ）刑事訴訟

法（Ｄ）警察法。  
（Ｃ）「報案三聯單」是下列那位署長任內所採行的政策？（Ａ）孔令晟（Ｂ）

羅張（Ｃ）顏世錫（Ｄ）王進旺。  
（Ｄ）下列何者非警察勤務運作原理？（Ａ）迅速原理（Ｂ）機動原理（Ｃ）彈

性原理（Ｄ）隱匿原理。  
（Ａ）下列何種巡邏方式最適合社區警政之推展？（Ａ）步巡（Ｂ）車巡（Ｃ）

騎馬巡邏（Ｄ）空中巡邏。  
（Ｃ）日本的警察勤務機構中，下列何者最接近我國「警勤區」的概念？（Ａ）

警察署（Ｂ）交番（Ｃ）受持區（Ｄ）駐在所。  
（Ａ）日本警察制度中的「巡迴聯絡」最接近我國下列何種勤務方式？（Ａ）勤

區查察（Ｂ）守望（Ｃ）巡邏（Ｄ）臨檢。  
（Ｄ）下列何者非屬勤務指揮中心要求之「四快」？（Ａ）報告反應快（Ｂ）指

揮處置快（Ｃ）通訊聯絡快（Ｄ）違規處罰快。  
（Ａ）警察依警察職權行使法臨檢交通工具時，得採取之措施，不包括下列何者

？（Ａ）強制開啟行李箱（Ｂ）檢查引擎（Ｃ）要求乘客出示證件（Ｄ）要

求駕駛人接受呼氣檢定。  
（Ｂ）依「警察勤務條例」規定，共同勤務係以何種方式為主？（Ａ）勤區查察

（Ｂ）巡邏（Ｃ）守望（Ｄ）臨檢。  
（Ａ）人民認為警察實施臨檢有違法侵害其利益之情事，依法得採取下列何種救

濟？（Ａ）當場表示異議（Ｂ）於次日向執行機關聲明異議（Ｃ）於臨檢完

畢後向上級警察機關申復（Ｄ）於五日內向法院聲明異議。  
（Ｃ）警察實施臨檢前，應先履行下列何種程序？（Ａ）詢問被臨檢人姓名、住

居所（Ｂ）要求被臨檢人出示身分證件（Ｃ）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行人員之

身分並告知臨檢之事由（Ｄ）要求被臨檢人同行至勤務處所。  
（Ｂ）根據警察實施臨檢作業規定，警察執行交通稽查時，對於攔檢不停車輛之

處置，下列敘述何者為非？（Ａ）依規定逕行舉發（Ｂ）為貫徹執法決心，

應追車到底（Ｃ）應注意執勤技巧，避免於高速行駛中攔停，以免發生危險

（Ｄ）應避免突然攔車，造成駕駛人驚慌失控，發生交通事故。  
（Ｂ）警察勤務之裝備機具配備標準，由下列何者定之？（Ａ）內政部（Ｂ）警

政署（Ｃ）縣（市）政府（Ｄ）警察局。  
（Ａ）下列何者非屬警察得定期實施查訪之治安顧慮人口？（Ａ）曾列入輔導期

滿逾三年之流氓（Ｂ）受毒品戒治之人（Ｃ）犯性侵害罪，刑甫執行完畢之

人（Ｄ）犯組織犯罪，經假釋出獄者。  
（Ｂ）警察人員執勤中接獲民眾報案，但該案件非屬警察機關管轄者，應如何處

理？（Ａ）逕行代為處理，並副知有管轄權之機關（Ｂ）立刻通報或移送有

管轄權之機關處理，並告知報案當事人（Ｃ）告知當事人自行向有管轄權之

機關報案（Ｄ）毋須理會。  



（Ａ）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局於必要時，得設何種派出所在特定地區

執行守護任務？（Ａ）警衛派出所（Ｂ）網路派出所（Ｃ）空中派出所（Ｄ

）鐵路派出所。   
（Ｄ）警察駐在所應設置於下列何處？（Ａ）事故特多地區（Ｂ）衝要地點（Ｃ

）人口稠密地（Ｄ）偏遠地區。  
（Ｃ）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勤務之實施，應以那一種警察為中心？（

Ａ）刑事警察（Ｂ）交通警察（Ｃ）行政警察（Ｄ）保安警察。  
（Ｃ）下列有關「問題導向」警政策略之敘述，何者為非？（Ａ）警察應從犯罪

案件中，找出共同的問題所在，並予有效解決（Ｂ）警察必須結合社區各界

力量，共同預防犯罪（Ｃ）警察負有維護社會治安的主要責任，應由警察獨

力負責犯罪預防工作（Ｄ）實施問題導向的警政策略，必須充分授權警勤區

佐警做好犯罪預防工作。  
（Ａ）有關「臨檢」勤務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Ａ）臨檢屬任意性之行政調

查行為（Ｂ）臨檢屬強制性之刑事偵查行為（Ｃ）臨檢屬強制性之行政命令

行為（Ｄ）臨檢屬任意性之刑事搜索行為。  

二、多重選擇題：  
（ ＣＥ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我國「警察勤務條例」兼具有下列哪

些性質？（Ａ）刑事法（Ｂ）民事法（Ｃ）行為法（Ｄ）救濟法（

Ｅ）組織法。  
（ ＤＥ ）警察為防止犯罪，得在其主管長官指定之路檢點實施身分查證，試

問上述「主管長官」之職務可能為下列何者？（Ａ）帶班巡邏之巡

官（Ｂ）分駐（派出）所所長（Ｃ）地區警察分局刑事組組長（Ｄ

）地區警察分局分局長（Ｅ）地區警察局局長。  
（ＡＢＤ ）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Ａ）其乃有關警察臨檢勤務之解釋（Ｂ）檢查、路檢、取締或盤

查等均為實施臨檢的手段（Ｃ）依解釋意旨，警察勤務條例有關臨

檢之規定，已明確規範臨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臨檢行為之救濟

（Ｄ）依解釋意旨，警察執行職務法規應賦予警察人員執行勤務時

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Ｅ）該號解釋為「社會秩序維護法」催生。  
（ＡＣＤＥ） 根據警察勤務條例，下列有關「勤務機構」之敘述，何者為是？（

Ａ）警察勤務機構，區分為基本單位、執行機構及規劃監督機構（

Ｂ）警察派出所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Ｃ）警察分駐所為勤務執行

機構（Ｄ）警察分局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行機構（Ｅ）

警察局為勤務規劃監督機構。  
（ ＢＣ ） 根據警察勤務條例，下列何種警察得配合警勤區劃分其責任區？（

Ａ）交通警察（Ｂ）刑事警察（Ｃ）外事警察（Ｄ）保安警察（Ｅ

）婦幼警察。  
（ＣＤＥ ） 根據警察法施行細則之規定，下列何者為縣（市）或直轄市立法事

項？（Ａ）警察勤務單位組合之基本原則（Ｂ）警察勤務方式之基

本原則（Ｃ）警察勤務機構設置事項（Ｄ）警察勤務機構裁併事項

（Ｅ）警察勤務之實施事項。  

（ＡＢＣ ） 美國在專業化警察時期（

19
20 -

19
60 年）的勤務作為上，採取了下列哪幾

種基礎策略？（Ａ）例行巡邏（Routine patrols）（Ｂ）立即反應（

Immediate response to calls）（Ｃ）追蹤調查（Follow-up investigation
）（Ｄ）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Ｅ）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 



oriented policing）。  

（ＡＣＤＥ） 根據美國所做的警察勤務實驗發現，下列敘述何者為是？（Ａ）

19
72 -

19
73 年「堪薩斯城預防巡邏實驗」（Kansas City Preventative Patrol 

Experiment），針對以隨機巡邏降低犯罪率的效果提出質疑（Ｂ）

19
78

年「堪薩斯城快速反應實驗」（Kansas City Rapid Response Time Study

）的結果顯示，快速反應絕對可以提昇破案率（Ｃ）

19
73 年「聖地牙

哥路檢實驗」（  San Diego Field Interrogation Experiment）顯示，主

動先發式巡邏（proactive patrol）可以減少犯罪（Ｄ）

19
92 -

19
93 年「堪薩

斯城肅槍實驗」（Kansas City Gun Experiment）發現，針對重點區域
及重點時段的臨檢勤務，明顯提高了槍枝破獲數並降低了槍枝犯罪

（Ｅ）

19
88 年「明尼亞波利市問題導向警政」（Minneapolis Repeat Call 

Address Policing），以分析犯罪熱點的方式有效減少了重點區域的

犯罪發生數。  
（ＡＤＥ ） 有關警察勤務的基本原則，下列敘述何者為是？（Ａ）因時因地因

事制宜（Ｂ）內勤重於外勤（Ｃ）守望重於巡邏（Ｄ）永不間斷、

無處勿屆（Ｅ）控制預備警力。  
（ＡＢＤ ） 下列有關警察勤務監督方法的敘述，何者為是？（Ａ）外勤和內勤

的監督方法不同（Ｂ）外勤監督應兼顧形式和實質（Ｃ）巡邏箱的

使用屬於實質的監督（Ｄ）車輛定位系統的運用屬於形式監督（Ｅ

）從民眾反應中查考屬於形式的監督。  
（ＡＢＤ ） 有關警察執行臨檢勤務所採取之職權手段，下列敘述何者為是？（

Ａ）不得逾越所欲達成執行目的之必要限度（Ｂ）應以對人民權益

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Ｃ）執行目的已達成時，須依機關長官

之命令終止執行（Ｄ）依當時情形，認為目的無法達成時，應依職

權或因義務人、利害關係人之申請終止執行（Ｅ）必要時得以引誘

、教唆人民犯罪之手段為之。  
（ＡＣＥ ） 根據「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為是？

（Ａ）該設置基準由內政部警政署訂定（Ｂ）分駐所、派出所之調

整設置須經中央政府核准（Ｃ）分駐所、派出所經核准調整設置後

，該管警察局應報內政部警政署備查（Ｄ）分駐所、派出所設置或

裁併所需經費，由中央政府負擔（Ｅ）分駐所、派出所設置所需警

力，就現有員額調整。  
（ 全  ） 有關分駐所、派出所設置之規定，下列何者為是？（Ａ）原則上轄

區內應有二個以上警勤區（Ｂ）轄區以不跨越鄉（鎮、市、區）為

原則，但因執行專業性警察任務而須設置時，得不受此限制（Ｃ）

轄區以不分割村里自治區域為原則，但因為民服務工作而須設置時

，得不受此限制（Ｄ）未設置分局之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

得設置分駐所（Ｅ）因警察資源有限，必要時得將勤務人員集中機

動使用，輪流服勤，免設置分駐所、派出所。  
（ＡＢＤＥ） 分駐所、派出所有下列何種情形者，得重新評估、規劃調整設置？

（Ａ）轄區各類案件急遽增加者（Ｂ）交通狀況複雜，難以全盤掌



握者（Ｃ）政權輪替後，認有必要者（Ｄ）行政區域調整，認有必

要者（Ｅ）警勤區數眾多且轄區工作繁重，顯難有效督導管理者。  
（ＡＢＥ ） 警察機關應其他行政機關之要求，給予必要之職務協助時，應把握

下列哪些原則？（Ａ）被動性（Ｂ）輔助性（Ｃ）主導性（Ｄ）常

態性（Ｅ）臨時性。  

（ＡＢＣＥ） 民國六０年代（

19
77 -

19
79 年）推動的警政現代化工程，對我國警政發展

意義重大。下列有關它的敘述何者為是？（Ａ）當時的署長是孔令

晟先生（Ｂ）我國三級勤務指揮中心便是在當時成立（Ｃ）開始建

立以電腦為主體的警察資訊系統（Ｄ）當時勤務指揮中心均裝設對

警車的衛星定位系統（Ｅ）採行集中與散在並存的警察勤務制度。  
（ＡＢＤ ） 下列何者是警察勤務條例所定勤前教育的種類？（Ａ）基層勤前教

育（Ｂ）聯合勤前教育（Ｃ）常年勤前教育（Ｄ）專案勤前教育（

Ｅ）社區勤前教育。  
（ＡＣＤＥ） 警察實施巡邏勤務時，發現有醉漢揮舞酒瓶驚嚇行人，依法得採取

下列何種措施？（Ａ）扣留該酒瓶（Ｂ）搜索其口袋內物品（Ｃ）

管束其人身自由（Ｄ）通知其家屬（Ｅ）移交醫療院所保護。  
（ ＃  ） 有關警察勤務時間規定之敘述，下列何者為是？（Ａ）每日勤務時

間為二十四小時（Ｂ）六時至十八時為日勤（Ｃ）深夜勤務以不超

過六小時為度（Ｄ）勤務交接時間，由警察分局定之（Ｅ）配合週

休二日之實施，每週勤務時間以四十小時為度。  
（ＡＣＤ ） 根據警察勤務條例的規定，下列何者為勤務督導之目的？（Ａ）激

勵工作士氣（Ｂ）灌輸忠貞思想（Ｃ）指導工作方法（Ｄ）考核勤

務績效（Ｅ）輔導家庭生活。  
 

 

 

 

 

 

 

 

 

 

 

 

 

 

 

 

 

 

 

 

 

 



◎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三年警佐班第二十四期（第一類）入學考試  

「警察勤務」題解  

壹、單一選擇題：  
（Ｃ）基層勤前教育之實施單位為下列何者？（Ａ）警察局（Ｂ）警察分局（Ｃ

）分駐（派出）所（Ｄ）專案小組。  
（Ｂ）「日勤」之勤務起訖時間為下列何者？（Ａ）日出後，日沒前（Ｂ）六時

至十八時止（Ｃ）八時至十八時止（Ｄ）八時至二十時止。  
（Ｄ）下列勤務機構之設置，何者最符合「勤務集中制」的精神？（Ａ）警察勤

務區（Ｂ）派出所（Ｃ）分駐所（Ｄ）警察分局警備隊。  
（Ｃ）依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勤區之劃分依據，主要為下列那二項？（Ａ）

警力多寡、工作繁簡（Ｂ）面積廣狹、交通電信設施（Ｃ）自治區域、人口

疏密（Ｄ）治安狀況、地區特性。  
（Ｂ）下列有關「勤務基準表」之敘述，何者有誤？（Ａ）勤務時間必須循環銜

接，不留空隙（Ｂ）勤務執行機構，應就治安狀況及所掌握之警力，每日訂

定勤務基準表，毋需陳報上級備查（Ｃ）勤務方式應視需要互換，使每人普

遍輪流服勤（Ｄ）每人須有進修或接受常年訓練之時間。  
（Ｂ）依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深夜勤務以不超過幾小時為度？（Ａ）二小時（

Ｂ）四小時（Ｃ）五小時（Ｄ）六小時。  
（Ｃ）下列各種表簿，依勤務執行程序之先後，何者為最後被使用者？（Ａ）勤

務分配表（Ｂ）巡邏簽章表（Ｃ）工作紀錄簿（Ｄ）出入登記簿。  
（Ａ）依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下列何者不是勤務督導的目的？（Ａ）輔導家庭

生活（Ｂ）考核勤務績效（Ｃ）指導工作方法（Ｄ）激勵工作士氣。  
（Ｂ）有關警察勤務之實施，下列敘述何者為正確？（Ａ）應晝夜執行，且以巡

邏勤務最足以表現此一精神（Ｂ）應晝夜執行，且以值班勤務最足以表現此

一精神（Ｃ）應普及轄區，且以守望勤務最足以彰顯此一精神（Ｄ）應普及

轄區，且以值班勤務最足以彰顯此一精神。  
（Ｄ）根據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警察勤務條例的性質為下列何者？

（Ａ）屬單純之組織法性質（Ｂ）屬單純之行為法性質（Ｃ）非單純之組織

法，但未具行為法之性質（Ｄ）非單純之組織法，實兼具行為法之性質。  
（Ａ）依內政部警政署編印的「分駐（派出）所實務手冊」，下列何者不是分駐

（派出）所的設置目的？（Ａ）落實社會控制（Ｂ）形成治安面（Ｃ）組合

警勤區（Ｄ）供作服務站。  
（Ｃ）對於刑事案件，定期依人、時、事、地、物等因素，分別詳細研判，找出

癥結所在，藉謀防制對策的作法，與下列何概念最為相通？（Ａ）掃瞄（

scanning）（Ｂ）回應（ response）（Ｃ）分析（analysis）（Ｄ）評估（assessment
）。  

（Ｄ）警察為防止犯罪，得在其主管長官指定之路檢點，對於合理懷疑有犯罪之

虞者，實施身分查證，試問上述「主管長官」之職務可能為下列何者？（Ａ

）帶班巡邏之巡官（Ｂ）分駐（派出）所所長（Ｃ）地區警察分局刑事組組

長（Ｄ）地區警察分局分局長。  
（Ｄ）依「戶口查察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之基本資料包括有「二表」，是指

下列何者？（Ａ）治安狀況分析表、轄區人口調查表（Ｂ）治安要點調查表

、地方仕紳調查表（Ｃ）治安人口調查表、轄境要點調查表（Ｄ）戶口狀況



調查表、地區特性調查表。  
（Ｃ）依「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規定，分駐所、派出所之設置，由下列

何機關核准？（Ａ）行政院（Ｂ）內政部（Ｃ）該管地方政府（Ｄ）內政部

警政署。  
（Ａ）戶口查察除約定時間查察者外，應於下列何時段實施為原則？（Ａ）日出

後，日沒前（Ｂ）六時至二十時止（Ｃ）七時至二十二時止（Ｄ）八時至二

十二時止。  
（Ｂ）下列何種資料，由警察局戶口通報台負責保管？（Ａ）戶卡片（Ｂ）口卡

片（Ｃ）戶口查察記事卡（Ｄ）戶口查察簿。  
（Ａ）依「強化警察勤務功能策進作法」規定，下列敘述何者為正確？（Ａ）取

消警網編組規定（Ｂ）為增加巡邏密度，以實施單人巡邏為原則（Ｃ）變更

過去「適當警力」觀念為「優勢警力」（Ｄ）為爭取績效，應增加專案性勤

務之編配。  
（Ｃ）因時空變化而佈置不同質、量之警力，以及採取不同勤務方式之原理，稱

之為：（Ａ）迅速原理（Ｂ）機動原理（Ｃ）彈性原理（Ｄ）顯見原理。  
（Ｂ）下列何者最不符合警政全面品質管理（Total Quality Management）所強調

的管理原則？（Ａ）注重民眾感受（Ｂ）評比破案績效（Ｃ）建立警察團隊

（Ｄ）改善執勤程序。  
（Ｄ）日本警察的「巡迴連絡」勤務性質，最類似我國下列何種勤務？（Ａ）刑

案偵查（Ｂ）交通稽查（Ｃ）機動巡邏（Ｄ）勤區查察。  
（Ａ）下列何項作法，最能符合「先發式」（Proactive）警察勤務策略的精神？（

Ａ）推動社區警政（Ｂ）積極偵辦刑案（Ｃ）迅速回應報案（Ｄ）改善應勤

裝備。  
（Ｄ） 員警擔服巡邏勤務時，若未能集中意志，積極主動盤查可疑人事物，而只

是趕簽巡邏箱了事的行政病象，在行政學上稱之為：（Ａ）彼德原理（Peter 
Principle）（Ｂ）白京生定律（Parkinson＇s Law）（Ｃ）墨菲定律（Murphy
＇s Law）（Ｄ）目標移置作用（Goal Displacement）。  

（Ａ） 依集會遊行法規定，下列何者非為集會、遊行之禁制區？（Ａ）縣、市政

府（Ｂ）考試院（Ｃ）總統府（Ｄ）各國駐華使領館。  
（Ｃ） 依警察勤務執行程序規定，有關取締酒後駕車應注意事項，下列敘述何者

有誤？（Ａ）使用酒精測定器前應先檢查日期、時間是否正確（Ｂ）測量前

應先告知，並確認受測者已飲酒結束十五分鐘以上，或提供礦泉水給受測者

漱口，避免口腔殘存酒精（Ｃ）對測定酒精濃度未達違規標準之駕駛人，得

憑主觀之判斷，認定必屬違規而予以重複測定（Ｄ）酒精測定器每年須送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一次，或使用一千次後必須送廠商校正及檢定。  
貳、申論題：  
一、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勤務有個別勤務和共同勤務之區分，試問：  

個別勤務之方式及其內容為何？並由何人擔任？  
共同勤務之方式及其內容為何？並由何人擔任？  

答：個別勤務：在每一勤務執行機構轄區，劃定若干警勤區，派定警員在該警勤區

由個人專責擔任之勤務，謂之個別勤務。其勤務項目有勤區查察一項。依警察

勤務條例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勤區查察：於警勤區內，由警勤區警員執行之，

以戶口查察為主，並擔任社會治安調查等任務。」  
共同勤務：在每一勤務執行機構中，由二人以上按勤務分配表輪流交替互換實



施之勤務，謂之共同勤務。其勤務項目有巡邏、臨檢、守望、值班、備勤等五

項，其中又以巡邏為主。茲分述其內容如下：  
巡邏：劃分巡邏區（線），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線）巡視，以查察奸宄，防止

危害為主；並執行檢查、取締、盤詰及其他一般警察勤務。（參照警察勤務條

例第十一條第二款）  
臨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路段，由服勤人員擔任臨場檢查或路檢，執行

取締、盤查及有關法令賦予之勤務。（參照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第三款）  
守望：於衝要地點或事故特多地區，設置崗位或劃定區域，由服勤人員在一定

位置瞭望，擔任警戒、警衛、管制；並受理報告，解釋疑難、整理交通秩序及

執行一般警察勤務。（參照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第四款）  
值班：於勤務機構設置值勤台，由服勤人員值守之，以擔任通訊連絡、傳達命

令、接受報告為主；必要時，並得站立門首瞭望附近地帶，擔任守望等勤務。

（參照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第五款）  
備勤：服勤人員在勤務機構內整裝待命，以備突發事件之機動使用，或臨時勤

務之派遣。（參照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第六款）  
二、依據警察勤務條例有關勤務機構之規定，試問：  

警察勤務之基本單位為何？  
警察勤務之執行機構為何？  
警察勤務之規劃監督機構為何？  
答：警察勤務條例第五條規定：「警察勤務區，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由警員

一人負責。」  
故由此可知，警察勤務之基本單位為警察勤務區。  
依警察勤務條例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警察分駐所、派出所為勤務執行機構，

負責警勤區之規劃、勤務執行及督導。」由此可知，警察分駐所、派出所之性

質為：  
警察勤務執行機構：警察分駐所、派出所隸屬於分局，係分局派出或分駐之勤

務機構，負責該轄內勤務人員之派遣，便利為民服務，立即反應之治安維護據

點。  
統一規劃勤務，並監督執行：警察分駐所、派出所各警勤區聯合服務之處所，

由主管依轄區依治安狀況，每日親自規劃所內各項勤務，並監督執行。  
依警察勤務條例第九條規定：「警察分局為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行機

構，負責規劃、指揮、管制、督導及考核轄區各勤務執行機構之勤務實施，並

執行重點性勤務。」  
依警察勤務條例第十條規定：「警察局為勤務規劃監督機構，負責轄區警察勤

務之規劃、指揮、管制、督導及考核，並對重點性勤務，得逕為執行。」  
故由此可知，警察勤務之規劃監督機構為警察分局及警察局。  

 

 



◎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三學年度警佐班第二十四期（第二類）入學考試  

「警察勤務」題解  

一、單一選擇題：  
（Ｄ）依據梅可望先生之「警察學原理」一書中，論述警察勤務的基本原則，下

列何種敘述並未列入其勤務原則之中？（Ａ）因時因地因事制宜（Ｂ）永不

間斷，無處弗屆（Ｃ）外勤重於內勤（Ｄ）最先五分鐘重於最後五分鐘。  
（Ａ）依據梅可望先生「警察學原理」一書之論述中，十九世紀最普遍之巡邏方

式為何？（Ａ）步巡（Ｂ）騎巡（Ｃ）汽車巡（Ｄ）腳踏車巡。  
（Ｄ）依據梅可望先生「警察學原理」一書之論述中，美國近五十年來警察勤務

之演變分為三個階段，即傳統機動反應時期、社區導向時期以及下列何種時

期？（Ａ）被動導向時期（passive oriented）（Ｂ）回應導向時期（ reactive 
oriented）（Ｃ）科學導向時期（scientific oriented）（Ｄ）問題導向時期（
problem oriented）。  

（Ａ）我國施行警勤區制度之嚆矢，據考證實為民國十四年江蘇省南通縣試辦之

何種勤務制度？（Ａ）擔當區制（Ｂ）巡邏區制（Ｃ）警管區制（Ｄ）巡守

互換制。  
（Ａ）英美警察傳統之勤務制度中，所謂必特區（beat）勤務制度，為其警察勤務

之基本單位，其勤務活動實應與我國之何種勤務制度較類似或相近？（Ａ）

巡邏區（Ｂ）警勤區（Ｃ）守望區（Ｄ）責任區。  
（Ｂ）民國八十一年警政署訂定「警察勤務改進方案」，分階段擇地試

辦，即所稱「新勤務制度」，或稱之為下列何者？（Ａ）兩班勤務

制（Ｂ）三班勤務制（Ｃ）勤休正常制（Ｄ）勤務減化制。  
（Ｄ）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勤區劃分在法條排列上首先考慮的因素

為下列何者？（Ａ）面積因素（Ｂ）治安狀況因素（Ｃ）人口因素（Ｄ）自

治區域因素。  
【註：本題乃在測試考生對警察勤務條例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的記憶程度，故答案

應依法條的排列選出第一項第一款為標準答案，第二項諸事項亦很重要，惟

在法條之排列順序上仍在第一項之後。】  
（Ｄ）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負責警勤區之規劃者為下列何單位？（Ａ

）內政部警政署（Ｂ）各縣市警察局（Ｃ）各警察分局（Ｄ）各分駐（派出

）所。  
【註：本題乃在測試考生對警察勤務條例第七條的記憶與理解程度，該條第一項明

白揭示，警勤區之規劃為分駐、派出所。】  
（Ｂ）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局於必要時，得設警衛派出所，在特

定地區執行何種任務？（Ａ）盤查（Ｂ）守護（Ｃ）查緝（Ｄ）臨檢。  
（Ｃ）陳立中先生稱我國警察之常年訓練，其本質即為一般所稱之下列何種訓練

？（Ａ）專業訓練（Ｂ）專長訓練（Ｃ）在職訓練（Ｄ）補強訓練。  
（Ｃ）於臨時特定勤務前實施之勤前教育，稱之為何？（Ａ）基層勤教（Ｂ）聯

合勤教（Ｃ）專案勤教（Ｄ）重點勤教。  
（Ｄ）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力二人的勤務執行機構，其勤務編配得

採下列何制？（Ａ）三班制（Ｂ）勤四息八制（Ｃ）半日更替制（Ｄ）全日

更替制。  
（Ｄ）於衝要地點設置崗位，由服勤人員執行警戒、警衛工作者，乃指下列何種



勤務方式？（Ａ）巡邏勤務（Ｂ）臨檢勤務（Ｃ）勤查勤務（Ｄ）守望勤務

。  
（Ａ）服勤人員在勤務機構待命，以備突發事件之機動使用，屬下列何種勤務方

式？（Ａ）備勤（Ｂ）守望（Ｃ）值班（Ｄ）在所待命。  
【註：本題乃在測試考生對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的記憶與理解程度，該條第六款

明白揭示備勤之定義，另在所待命並非為法定之勤務方式之一。】  
（Ｃ）警勤區之劃設，是以下述何種人口之疏密，為劃設之基準？（Ａ）三千人

口或五百戶以下（Ｂ）二千人口或三百戶以下（Ｃ）二千人口或五百戶以下

（Ｄ）三千人口或三百戶以下。  
（Ａ）「駐在所」屬警察勤務中之何種機構？（Ａ）基本單位（Ｂ）執行機構（

Ｃ）監督機構（Ｄ）附屬機構。  
（Ｂ）依「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服勤人員每週勤務以幾小時為度？（Ａ）四

十小時（Ｂ）四十四小時（Ｃ）四十六小時（Ｄ）四十八小時。  
（Ａ）警察勤務分配表排定之依據因素中，下列何者為非？（Ａ）可用之民力（

Ｂ）治安狀況（Ｃ）勤務基準表（Ｄ）可掌握之警力。  
（Ｂ）依「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勤務交接時間由下列何者定之？（Ａ）內政

部警政署（Ｂ）縣市警察局（Ｃ）警察分局（Ｄ）分駐（派出）所。  
【註：本題乃在測試考生對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五條的記憶程度，該條第一項後段明

文規定勤務交接時間由警察局定之。】  
（Ｃ）共同勤務之方式得視狀況互換之，但均以下列何種勤務為主？（Ａ）勤區

查察（Ｂ）值班（Ｃ）巡邏（Ｄ）守望。  
（Ｄ）依「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勤區查察以何種工作為主？（Ａ）為民服務

（Ｂ）情報佈建與蒐集（Ｃ）社會調查（Ｄ）戶口查察。  
（Ｃ）警察局或分局設有各種警察隊（組）者，服行下列何種勤務？（Ａ）專業

勤務（Ｂ）特種勤務（Ｃ）專屬勤務（Ｄ）專責勤務。  
（Ｂ） 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勤務方式共有幾種？（Ａ）五種（Ｂ

）六種（Ｃ）七種（Ｄ）八種。  
（Ｃ） 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服勤時間之分配，以下列何者為原則？（

Ａ）三班制（Ｂ）兩班制（Ｃ）勤四息八（Ｄ）勤四息四。  
（Ａ） 依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刑事、外事警察得配合警勤區劃分其工作

轄區之名稱為何？（Ａ）責任區（Ｂ）服務區（Ｃ）管轄區（Ｄ）執法區。 
（Ｂ） 依據「警察勤務規範」之規定，勤務指揮中心之二級開設，由何人主持？

（Ａ）指揮官（Ｂ）勤務指揮中心主任（Ｃ）各業務承辦單位主管（Ｄ）勤

務指揮中心執勤官。  
【註：本題乃在測試考生對警察勤務規範第三百二十八條的記憶與理解程度，該條

第三款明白揭示，由副指揮官或勤務指揮中心主任主持，故答案無誤。至所

附八十八年之作業規範，並未明白規定主持人，且題幹已明白揭示為，依警

察勤務規範之規定為準。】  
（Ａ） 依「警察勤務規範」之規定，各級勤務指揮中心勤務活動標示符號除巡邏

外，其餘各種勤務以何種形狀標示之？（Ａ）方形（Ｂ）橢圓形（Ｃ）圓形

（Ｄ）三角形。  
【註：本題乃在測試考生對警察勤務規範第三百四十九條的記憶與理解程度，該條

一之〈三〉款明白揭示勤務活動之標示符號。】  
（Ｄ） 依「警察勤務規範」之規定，各級勤務指揮中心標示災害事件之符號，採

用何種顏色？（Ａ）紅色（Ｂ）淺紅色（Ｃ）黃色（Ｄ）白色。  



（Ｂ） 依「警察勤務規範」之規定，由警察局之保安、交通（大）隊實施點線巡

邏，屬於下列何種巡邏網？（Ａ）第一層巡邏網（Ｂ）第二層巡邏網（Ｃ）

全轄巡邏網（Ｄ）機動巡邏網。  
【註：本題乃在測試考生對警察勤務規範第一百三十條的記憶與理解程度，該條第

三款明白揭示一、二層巡邏網之規範。】  
（Ｃ） 依據「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依工作需要派遣、或與有關業務單

位等配合實施督導，屬於下列何種勤務督導執行方式？（Ａ）駐區督導（Ｂ

）機動督導（Ｃ）聯合督導（Ｄ）業務督導。  
（Ｄ） 根據「流動人口登記辦法」之規定，民眾除就學者外，暫住於出租之公寓

大廈或公司、行號等及其所提供之住宿處所，其期間在十五日以上者，必須

於到達該處所幾日內申報流動人口？（Ａ）一週內（Ｂ）十日內（Ｃ）兩週

內（Ｄ）十五日內。  
（Ａ） 根據「戶口查察作業規定」，二種戶原則上自受處分執行完畢之

日起幾年內，無治安顧慮者，得改列為三種戶？（Ａ）二年內（Ｂ

）三年內（Ｃ）四年內（Ｄ）五年內。  
（Ｃ） 執行戶口查察時，如遇有拒絕拿出戶口名簿，應善加勸導，如仍拒絕應將

詳情註記於下列何處？（Ａ）戶口查察簿副頁（Ｂ）戶口查察記事簿副頁（

Ｃ）戶卡片副頁（Ｄ）口卡片副頁。  
（Ｂ） 以秘密、側面方式進行之戶口查察方式，稱為：（Ａ）直接查察（Ｂ）間

接查察（Ｃ）秘密查察（Ｄ）迂迴查察。  
（Ａ） 警勤區員警之基本資料為一圖、二表、三簿冊，其中之三簿冊是指戶口查

察簿、戶口查察記事簿，以及下列何種簿冊？（Ａ）警勤區手冊（Ｂ）最新

狀況手冊（Ｃ）警勤區轄境手冊（Ｄ）派出所轄境手冊。  
（Ｃ） 根據「戶口查察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於執行勤查勤務前，應先妥訂下

列何種表？（Ａ）勤區查察勤務表（Ｂ）勤區查察勤務計畫表（Ｃ）勤區查

察腹案計畫表（Ｄ）勤區查察工作紀錄表。  
（Ｂ） 根據「戶口查察作業規定」，下列何者應列為一種戶查察？（Ａ）通緝犯

（Ｂ）性交易犯罪者（Ｃ）假釋人（Ｄ）保護管束人。  
（Ｄ） 根據「戶口查察作業規定」，三種戶之查察次數規定為何？（Ａ）每個月

至少查察二次（Ｂ）每個月至少查察一次（Ｃ）每三個月至少查察一次（Ｄ

）每六個月至少查察一次。  
（Ａ） 下列何種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之行為，並非交由警察機關

處罰之？（Ａ）汽車違規（Ｂ）慢車違規（Ｃ）行人違規（Ｄ）道

路障礙違規。  
【註：本題乃在測試考生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的記憶、理解與應用程度，該條

例第八條明白揭示處罰機關之明文規範。】  
（Ｂ） 依據法令規範之期間先後或法律之邏輯，下列四種規定之先後排列順序應

為如何？甲、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乙、警察法；丙、警察勤務條例

；丁、警察職權行使法。（Ａ）甲乙丙丁（Ｂ）乙丙甲丁（Ｃ）丙甲乙丁（

Ｄ）乙丙丁甲。  
（Ｂ）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當依規定執勤而無法查證該人之身分時

，得將其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其期間自攔停起不得逾幾小時？（Ａ）二小時

（Ｂ）三小時（Ｃ）四小時（Ｄ）六小時。  
（Ｃ）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當警察依其規定對人執行即時強制之管

束時，最長不得逾幾小時？（Ａ）八小時（Ｂ）十六小時（Ｃ）二十四小時



（Ｄ）三十六小時。  
（Ｄ） 依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警察對於依法扣留之物，除依法應沒收

、沒入、毀棄或應變價發還者外，原則上扣留期間不得逾越多久？（Ａ）十

日（Ｂ）十五日（Ｃ）二十日（Ｄ）三十日。  
（Ｃ） 依據警政署函頒之「警察機關受理刑事案件報案單一窗口實施要

點」之規定，若非為本轄之案件，而由民眾親自報案者，應即製作

筆錄，並於多久期間內將該案陳報分局？（Ａ）八小時（Ｂ）十六

小時（Ｃ）二十四小時（Ｄ）四十八小時。  
（Ｂ） 依據「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執行職務聯繫辦法」之規定，司法警察逮捕

或拘提犯罪嫌疑人，除依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得不予解送者外，應於逮捕

或拘提之時起多久期間內，將人犯解送檢察官訊問？（Ａ）八小時（Ｂ）十

六小時（Ｃ）二十四小時（Ｄ）三十六小時。  
（Ａ） 依據警政署九十一年編印頒行之「專業警察常用勤（業）務執行程序彙編

」之內容，偵辦擄人勒贖案件之處理程序，必須通報「八號分機」，試問何

謂八號分機？（Ａ）刑事警察局偵防犯罪指揮中心（Ｂ）刑事警察局勤務指

揮中心（Ｃ）警政署勤務指揮中心（Ｄ）刑事警察局通訊監察中心。  
（Ｃ） 依據警政署九十一年編印頒行之「專業警察常用勤（業）務執行程序彙編

」之內容，通訊監察書經檢察官核發後，應將其管制表於多久期間內，送該

機關通訊監察管制組列入管制？（Ａ）八小時（Ｂ）十六小時（Ｃ）二十四

小時（Ｄ）四十八小時。  
（Ｄ） 依據警政署九十年編印頒行之「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行程

序彙編」之內容，對載運大陸偷渡犯涉案之台灣漁船或筏主，應如何處置？

（Ａ）辦理收容（Ｂ）辦理強制出境（Ｃ）移送司法機關偵辦（Ｄ）函送漁

政機關處分。  
【註：本題乃在測試考生對警政署最近所頒之勤業務標準作業程序的認知、理解與

應用程度，該執行程序彙編已然明白揭示該項作業之規定，且題幹已明白揭

示依該執行程序彙編之規定為準。】  
（Ａ） 根據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之意旨，員警對於人之臨檢，必

須具備下列何種法律認定之要件，足認為其行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

危害者，始形成其臨檢勤務執行之合法時機？（Ａ）相當理由（

p r o b a b l e  c a u s e）（Ｂ）合理懷疑（ r e a s o n a b l e  s u s p i c i o n）（Ｃ）程
序正義（ due  p rocess）（Ｄ）實質正義（ subs t an t i a l  j u s t i ce）。  

（Ｃ） 下列何者為一九七０年代，美國堪薩斯市預防巡邏實驗（The Kansas City 
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的研究結果發現？（Ａ）巡邏密度愈高，愈能

降低犯罪率（Ｂ）巡邏密度愈高，愈能減少民眾對犯罪的恐懼感（Ｃ）民眾

對警察的態度，不會因預防巡邏之改變而受到明顯的影響（Ｄ）二人巡邏比

一人巡邏安全。  

 

 

 

 



◎中央警察大學九十三學年度警正班第十四期入學考試試題  

「警察勤務」試題 
申論題：  
一、警察勤務指揮中心是警察勤務運作的神經中樞，其任務功能之英文簡寫為

「C3I」，試問：（一）何謂「C3I」？（5 分）（二）勤務指揮中心的基本任務為
何？（7 分）（三）資訊時代科技進步，電腦已被大量運用於警察工作中，而警

察勤務指揮中心為落實指揮、管制作業，通常會建構那些輔助系統，以期發揮

應有功能？   
二、法治國家為充分保障人權，警察在行使職權時，必須於法有據，依據警察職權

行使法之規定：（一）得對那些對象查證身分？（二）得採行那些必要措施查

證身分？（三）查證身分時並應遵守那些原則？試分述之。  
三、預防重於治療，類似於「疾病預防的公共衛生模式」（Public Health Model of 

Disease Prevention），犯罪預防也可以分為三種途徑，分別為初級犯罪預防
（primary crime prevention）、二級犯罪預防（secondary crime prevention）和三
級犯罪預防（ tertiary crime prevention）。各級犯罪預防的內容，分別處理不同

階段的問題，試問：警察機關可採行那些預防途徑實施初級犯罪預防，以改善

社會治安？   
四、何謂問題導向之警察勤務策略？何謂反應式之警察勤務策略？何謂先發式之警

察勤務策略？試分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