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 年基層行政警察人員特考班第一階段期末考試
考試對象：第 1、第 2 教授班
科目：警察學
教官：朱源葆
考試方法：請用答案卷作答，試題不必繳回
考試題目：選擇題 100 題，1 題 1 分，全部作答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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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國周代有一職官，其職掌與現在的司法警察或刑事警察工作有相同之處，這
種職官叫：(A)司虣 (B)司爟 (C)司烜 (D)司稽。
3.我國那一朝代設司虣，與今日的行政警察與保安警察，極相近似？(A)周 (B)
秦 (C)漢 (D)唐。
4.周朝的川衡相當於現今的何種警察：(A)刑事警察 (B)衛生警察 (C)水上警察
(D)政治警察。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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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依據史實，維繫地方治安之保安治制，創始於：(A)宋朝 (B)元朝 (C)明朝 (D)
清朝。
7.明代的管制中，有所謂錦衣衛一職，下列有其敘述何者為真？(A)即是現代行
政警察的前身(B)其性質與今日的刑事警察類似(C)即是現代保安警察(D)負
責明代的保安警察工作。
8.根據史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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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中國有正式中央警察機關始於：(A)光緒成立巡警部 (B)康熙成立警察事務司
(C)民國初年成立京師警察 (D)北代成功時成立公安局。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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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有現代警察之父之稱的是：(A)英國皮爾氏 (B)法國孟非士 (C)英國亨利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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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威爾遜。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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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並首次
採用police 一詞：(A)倫敦 (B)都柏林城 (C)米德薩克斯郡 (D)亞伯丁。
13.二十世紀以來，英國人民已將警察視為捉賊人的觀念改變為：(A)夜間安琪兒
(B)二百磅牛肉(C)我們的朋友、警察 (D)和平的軍人。
14.現代警察制度發韌於：(A)法國 (B)英國 (C)德國 (D)美國。
15.警察行政組織結構應該遵守那二個原則？:(A)完整統一、職掌分配合理(B)
職掌分配合理、妥定幅度與層次(C)完整統一、經濟合度(D)經濟合度、職掌
合理分配。
16.穆尼(Jemes D.Money)與雷利(Alan.C.Reiley)曾提出組織原則，在下列敘述
中那一項並非彼等所主張？(A)平衡原則 (B)機能原則 (C)幕僚原則 (D)協
調原則。
17.現代化之警察組織，必須有「單一性的指揮」，最主要且明顯之理由係警察
組織具有紀律性與下列何種特性？(A)危險性 (B)辛勞性 (C)緊急性 (D)引
誘性。
18.警察機關必須有單一的首長來指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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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警察組織須單一性指揮的理由，是因為警察組織具有下列何種特性？(A)辛勞
性與危險性 (B)危險性與引誘性(C)引誘性與紀律性 (D)紀律性與緊急性。
20.現代警察組織需要有「統一性的體系」，其最主要原因為何？(A)減少業務上
的爭執 (B)排除警察工作的危險性(C)避免警察指揮的緩不濟急 (D)以上皆
是。
21.警察組織必需隨著民眾的需要而存在，指的是：(A)深入性的生根 (B)全面性
的分佈(C)統一性的體系 (D)單一性的指揮。
22.為確立警工作的堅固基礎，警察人員應培養何種人生觀？(A)大我人生觀 (B)
創造人生觀 (C)力行人生觀 (D)積極人生觀。
23.警察需要正確之人生觀， 國父之「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不以奪取為目的」是
屬於：(A)力行之人生觀 (B)創造之人生觀(C)大我的人生觀 (D)工作之人生
觀。
24.警察人員之權利可大別為：(A)經濟上權利與身分上權利 (B)領俸權與受益權
(C)保持地位之權與保護身體之權 (D)經濟上之權利與地位上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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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下列敘述警察人員之義務，何者有錯？(A)警察人員既已同意受國家之任用，
則應負擔特定義務(B)警察人員也應遵守紀律，警察倫理(C)依警察人員管理
條例規定，負擔義務(D)警察人員之義務可分六項。
26.警察人員應恪守誓言之義務，明文規定於何種法規？(A)公務員服務法(B)警
察人員管理條例(C)警察法(D)公務員服務法及警察人員管理條例。
27.警察人員之第一要務是：(A)執行職務 (B)服從命令 (C)嚴守秘密 (D)保持品
位。
28.日本警察教育培養巡查部長(即巡佐)之學校為下列何者？(A)都道府縣警察
學校 (B)皇室警察學校(C)警察大學 (D)管區警察學校。
29.日本警察為使在職各級警察人員智能不致落伍，特別注重專門教育與何種教
育？(A)現任教育 (B)深造教育 (C)養成教育 (D)職前教育。
30.下列那一項敘述，不符理想警察教育制度之原則？(A)警察教育制度，必順自
成體系(B)警察人員教育水準不可在他種人員之下(C)警察中、高階人員，應
有再教育之機會(D)教育制度與升職應分別辦理。
31.理想之警察教育制度，應與下列何者相配合？(A)警察功獎 (B)實務單位 (C)
警察職務 (D)升級制度。
32.下列何者不是我國警察教育的特色？(A)各大學可辦理警政院系(B)警官教育
對象可自警員中擢升(C)警察教育自成體系(D)全國警官教育統一於中央。
33.下列有關我國現行警察教育敘述，何者有誤？(A)我國現行警察教育制度，根
據警察法及警察教育條例規定(B)警察教育分養成教育、進修教育、深造教
育(C)警察教育條例規定：「中央設警官學校，各省(市)設警察專科學校或
警察學校。」(D)警察教育自成一體系，不與一般教育混合辦理。
34.下列何者非屬警察教育指導之範疇？(A)思想指導 (B)生涯指導 (C)品德指
導 (D)生活指導。
35.在各國警察教育課程所使用教材方面，以何種教材佔最大多數？(A)理論方面
(B)行政方面 (C)業務方面 (D)實務方面。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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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師資(C)校風、師資、硬體設備 (D)
教材、師資、教育設備。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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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教育 (B)分別集訓 (C)機會教育 (D)集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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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38.警察官職採下例何制度？(A)官職分立制 (B)職位分類制(C)官等職等並立制
(D)官等職等分立制。
39.依警察法第十一條之規定，警察官職採分立制，其官等是什麼？(A)簡任、薦
任、委任 (B)警監、警正、警佐(C)警長、警員、警士 (D)一職等至十二職
等。
40.警察人員管理條例規定初任警察官之年齡，警佐不得超過：(A)三十五歲 (B)
四十歲 (C)四十五歲 (D)五十歲。
41.警察官之任官資格，第一為：(A)教育條件 (B)忠誠條件 (C)考銓條件 (D)
公民條件。
42.依警察人員管理條例之規定，警察官從警佐升任警正，除須警官學校畢業或
訓練合格者外，尚須具有下列什麼資格？(A)普通考試及格(B)特種考試警察
人員考試三(乙)等及格(C)特種式警察人員考式四(丙)等及格(D)基層人員
考試及格。
43.下列何者非屬警察人員之考績？(A)年終考績 (B)另予考績 (C)特別考績 (D)
專案考績。
44.警察官於下列何種情形，不須經任官程序？(A)初任 (B)晉階 (C)調職 (D)
升等。
45.根據我國警察機關之內部分工，下列那一個單位屬於「輔助性的幕僚單位」？
(A)行政科(課) (B)督察室 (C)交通警察隊 (D)秘書室 。
46.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練的訓練主管機關為何？(A)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 (B)內政部警政署(C)考選部 (D)內政部 。
47.下列何者非紀律執行之手段中對警察人員之獎勵方式？(A)保送一般大學進
修 (B)榮譽獎(C)物質獎 (D)升遷。
48.得應警監警察官升官等考試之各項資格中，不包括下列何者？(A)現任警正一
階警察官三年以上(B)已敘警正一階本俸最高級(C)38 歲以下(D)經警察大
學、警官學校畢業或四個月以上訓練合格者 。
49.辛勞性、引誘性、危險性是警察工作的三大特色，要使警察站在這三大因素
之前屹立如山，除了教育之外，還須有何者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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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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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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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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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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合理的警察升遷必須要有一定的軌道，而升遷的軌道基礎在於？(A)精密的職
業分類 (B)數字話的績效制度(C)良好的教育 (D)良好的紀律 。
53.年資、考試、考績及主管權衡等四大要件，是下列何者的依據？(A)警察人員
進休 (B)警察人員升遷(C)警察人員淘汰 (D)警察勤務效能 。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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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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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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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規定的互調必須
徵詢當事人的同意 。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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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在我國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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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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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一方面要吸引優秀的警察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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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1.有關處理警察業務的基本原則，何者有誤？(A)警察工作之事前預防，並不以
各種犯罪為限(B)警察業務以主動方式之處理較容易成功(C)警察應爭取與
民眾的合作與協助(D)警察工作有時間性與地域性的。
62.強調「彈性反應」時間，是依據下列何種處理警察業務之原則？(A)事前預防
重於事後處置(B)最先五分鐘重於最後五分鐘(C)經常重於臨時(D)警力與民
力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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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下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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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警察在交通工程方面的業務中，以下列哪種工作的內容最重要：(A)了解性工
作 (B)建設性工作 (C)工程科技性工作(D)破壞性工作。
65.下列何者是交通整理中最重要的手段(A)交通指揮 (B)交通限制 (C)交通取
締 (D)車輛臨檢。
66.警察業務有關交通部份，主要在於：(A)交通教育 (B)交通工程 (C)交通執行
(D)交通建設。
67.以保護公共安全為目的的警察作用稱為：(A)政治警察 (B)行政警察 (C)刑事
警察 (D)保安警察。
68.何種警察人員的任務為警戒與警備，以靜態的執勤居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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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下列何者是增進警民關係的最佳媒介，也是促進人民福利的優良基礎？(A)
服務 (B)犯罪預防 (C)犯罪制壓 (D)戶口查察。
70.過去在警界所辦理之遊民習藝所，即是警察服務項目之：(A)貧困救濟 (B)
福利服務 (C)工作安置 (D)危難救濟。
71.梅可望先生以為下列何者是警察業務中最瑣碎的一部分：(A)服務民眾 (B)
消防救災 (C)戶口查察 (D)犯罪預防。
72.從效果上來看，何者是警察業務中最瑣碎及影響深遠的工作？(A)服務民眾
(B)保安正俗 (C)交通管制 (D)犯罪預防。
73.下列何者是警察「救災」的主要工作？(A)水災、地震、風災 (B)蟲災(C)旱
災 (D)癘疫的救護。
74.下列選項中，何者並非警察執行救災工作之原則？(A)盡速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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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警政署推動全國執行取締雛妓，整頓非法色情營業的工作，稱之為：(A)順風
專案 (B)正風專案 (C)索驥專案 (D)獵狐專案。
76.警政署推動加強執行查緝失竊車輛及嫌犯的工作，稱之為：(A)順風專案 (B)
正風專案 (C)索驥專案 (D)獵狐專案。
77.毒品依其癮性、濫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下列何者不屬於第一級毒
品：(A)海洛因 (B)大麻 (C)嗎啡 (D)鴉片。
78.警察業務的正俗工作最嚴重的有三個問題，下列何者為非？(A)賭博 (B)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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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賣淫 (D)吸毒。
79.下述何者為犯罪偵查的第一步工作？(A)人犯訊問 (B)現場偵查 (C)物證鑑
識 (D)案情研判。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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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警察人員偵辦刑案時，為取得破案證據，應特別注意下列何項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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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五分鐘重於
最後五分鐘。
82.警察人員對犯罪現場實施偵查之步驟依序為：(A)保全現場、搜索現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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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索現場
(D)保全現場、搜查現場、清理現場。
83.我國警察精神，對警察的任務是？(A)積極性 (B)消極性(C)積極與消極兼籌
並顧 (D)積極與消極兼不顧。
84.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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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保衛國家安全的警察業務是側重在下列何種工作？(A)犯罪預防工作 (B)犯
罪壓制工作(C)政治顛覆工作 (D)社會安寧工作。
86.保衛國家安全的警察業務是徹重在：(A)犯罪預防 (B)犯罪壓制(C)忠貞調查
(D)消滅政治顛覆。
87.下列選項中何者非保衛國家元首之工作要領？(A)忠貞調查 (B)安全檢查 (C)
隨護 (D)警戒。
88.國家元首保衛工作之警戒線，至少分為幾線？(A)二線 (B)三線 (C)四線 (D)
五線。
89.國家元首在辦公室或在家休息時，警察人員應負使其不受干擾的責任，此工
作係為：(A)安全檢查 (B)隨護 (C)警備 (D)警戒。
90.下列何者非為一般警察情報來源種類？(A)政治情報 (B)社會情報 (C)內限
情報 (D)外圍情報。
91.下列何者為非警察勤務的基本原則：(A)永不間斷,無處勿屆 (B)因時、地、
事制宜(C)內勤外勤並重 (D)巡邏重於守望。
92.警力分配上有兩個重要的變項是：(A)地點與設備 (B)設備與時間 (C)地點與
時間 (D)時間與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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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根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分駐所派出所之設置基準由下列何者定之：(A)
內政部 (B)警政署 (C)各縣市警察局 (D)各警察分局。
94.下列何者為我國警察勤務基本單位：(A)警勤區 (B)駐在所 (C)分駐(派出)
所 (D)分局。
95.根據「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警察勤務機構區分為規話劃監督機構、執行機
構及下列何種單位？(A)端末單位 (B)基礎單位 (C)基層單位 (D)基本單
位。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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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依警察勤務條例之規定，勤務執行機構(非重點性勤務)係指：(A)警察分駐(派
出)所 (B)警察分局(C)各警察隊 (D)警察局 。
98.以分局為實施單位之勤前教育，稱之為何？(A)綜合勤教 (B)聯合勤教 (C)
專案勤教 (D)專業勤教。
99.警察勤務分配，必須善為劃分：(A)內勤警力 (B)外勤警力 (C)預備警力 (D)
內外勤警力。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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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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