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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 1 1 年警佐班第 4 2 期 (第 1、 2 類 ) 

招 生 考 試 試 題 

科目：警察勤務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 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 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 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 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依據「警勤區訪查作業規定」，警察分局應就影響轄區之各種列舉事項，審慎檢討評估，訂定

符合地方特性之訪查工作執行基準，陳報警察局核定；警察局彙整各分局執行基準後，統一報

警政署備查，其不包括下列何者？ 

 (A)婦幼 (B)交通 (C)幫派 (D)安寧秩序 

2. 由於①此一勤務活動面廣，形成傘狀勤務架構，具有主動攻擊的勤務特性，能防制犯罪者的不

法行為。②從許多國家警察勤務實踐看，此一勤務已占據了重要地位。③此一勤務具包容性，

並有其他勤務方法所不具備的優點，奠定了此一勤務經久不衰的地位。④此一勤務是警察生涯

中不可少的一頁和必經階段，對警察個人成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此一勤務係指下列何者？ 

 (A)刑案偵辦 (B)臨檢 (C)巡邏 (D)勤區查察 

3. 美國執法之「Terry 原則」，警察在執勤過程中，察覺有不尋常之活動，經由本身之執法經驗作

合理判斷，認為①犯罪活動正在進行或已經完成；②該嫌犯可能持有武器，並將引發立即的危

險；③警察在進行調查，表明身分及合理詢問後，得不到適當回應時，警察對本身和周遭之人

的安全，可能受到不當攻擊之合理畏懼存在。故警察有權利採取保護措施，做有限度的身體外

部衣服的某一動作，以確定嫌犯是否藏有武器，此行為是合理的，係指下列何者？ 

 (A)搜索         (B)拍搜         (C)檢查         (D)目視瀏覽  

4. 社區治安模式之「警政策略」中，以「強調執行法律與實施逮捕，僅提供短期的解決問題」，

係屬下列何者？ 

 (A)社區導向警政（Community Oriented Policing）    

 (B)傳統警政（Traditional Policing） 

 (C)管區警察（Neighborhood Police Officers）  

 (D)問題導向警政（Problem Oriented Policing）  

5. 美國堪薩斯市實施的「預防巡邏實驗」（Preventive Patrol Experiment），與該實驗有關的檢討與

啟示等論述，不包括下列何者？ 

 (A)實驗依然無法正確評估巡邏警力與刑案發生之間的關係 

 (B)一般民眾沒有注意到巡邏密度的增加或減少 

 (C)自 1972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973 年 9 月底結束，為期 1 年期間的實驗 

 (D)增加警力會降低犯罪率，實驗也建議警察機關須採取更具彈性的勤務派遣，不需遵守既定

法則，維持 24 小時全天候的全面巡邏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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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9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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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執行重點性勤務之勤務規劃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行機構為下列何者？ 

 (A)警政署     (B)警察局 (C)警察分局 (D)分駐（派出）所 

7. 依據《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依據《警察法》第 11 條第 1 款規定訂定之 

(B)警勤區員警實施訪查，應依勤務分配表編配時間，於日間為之。但與受訪查者另有約定訪 

查時間者，不在此限 

(C)警勤區員警實施訪查，可著便服或出示警察服務證表明身分，並告知訪查目的 

(D)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依該辦法規定執行訪查 

8. 對於警勤區制度的優點，一般來說，在可見的文獻中，大多認為警勤區（或派出所）擁有極大

的功能在於預防犯罪，以及下列何者？ 

 (A)協調聯繫 (B)打擊犯罪 (C)整頓交通 (D)推展警民關係 

9. 破窗理論的「破窗」僅是一種比喻，指低層次的犯罪或行為不檢、擾亂公共秩序，有如一片未

被修理的破窗，那是無人關心的表象，此將導致更多、更嚴重的暴行與犯罪行為。而這些未被

妥善處理的行為不檢、擾亂公共秩序行為將會加深被害恐懼。美國紐約市警察局（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NYPD）認為修復「破窗」最好的策略為下列何者？ 

   (A)社區警政 (B)情境犯罪預防 (C)零容忍 (D)問題導向警政 

10. 問題導向之莎拉（SARA）模式當中，「員警須辨識事端，以確定是否為警察要面對的（治安）

問題」，係屬於下列何階段？ 

 (A)掃描（Scanning） (B)分析（Analysis） (C)反應（Response） (D)評估（Assessment） 

11. 犯罪預防係指設計那些可預防、控制、排除及降低實際發生犯罪數量與犯罪恐懼感的所有活

動，基本上有 4 種途徑，其中的減少犯罪機會與增加犯罪的困難度或風險，使人們因認知到風

險的變化，而改變其行為的途徑稱為下列何者？ 

 (A)刑事司法預防   (B)社區犯罪預防 (C)發展性預防 (D)情境犯罪預防 

12. 依據執行值班作業程序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防疫期間，進入派出所之民眾，一律先測量額溫，如超過 38 度或不配合測量者，不得進入 

派出所 

(B)處理事故時，應有人代理，不得擅離職守 

(C)民眾報案如為他轄案件，應加以說明轉介 

(D)對擔服深夜勤人員，於服勤前 20 分鐘叫班為原則 

13. 有關警察分局的地位與性質，下列何者錯誤？ 

 (A)非派出機關  (B)組織結構上屬於協調管理層 

 (C)可以對外行文  (D)有行政處分權 

14. 在警察外勤活動中，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可以把六種勤務方式區分為兩大類：攻勢性

勤務與守勢性勤務，所謂的攻勢性勤務包括下列何者？①巡邏②臨檢③勤區查察④守望⑤值班

⑥備勤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④⑤⑥ 

15. 某一事項影響工作效率，已成公認的事實；且是團體或個人對於所屬的工作、組織、環境等所

持有的一種態度，此種態度決定其是否願意奉獻自己，以追求團體目標的實現，係指下列何種

事項？ 

 (A)紀律        (B)士氣        (C)潛能        (D)教育 

16. 在東京都警視廳（警察局）警察署（分局）之某一所屬單位，其業務為「地方祭典活動之申請

許可及該活動之秩序維持，並維持群眾集會、遊行、抗議等秩序者。」係屬下列何者？ 

 (A)警備課    (B)地域課 (C)保安課 (D)警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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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針對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對於受查訪人在無具體犯罪事實前，法律就賦予「顧慮」，可能影響

其人格之自我形塑，這是何種理論的主張？ 

 (A)日常活動理論    (B)破窗理論    (C)標籤理論   (D)犯罪預防理論 

18. Cohen 等學者（1972）提出「垃圾桶理論」（Garbage Can Theory）認為：警察不清楚為什麼要

巡邏、不瞭解巡邏該做些什麼、轄區警員流動性高、剛熟悉轄區狀況便要被調離開。因此，如

果巡邏警察不能分辨巡邏的主要目的、重要任務時，就印證了「垃圾桶理論」，故何種巡邏有

其必要？ 

 (A)指導性巡邏 (B)主動性巡邏 (C)被動性巡邏 (D)預防性巡邏 

19. 針對分駐（派出）所之設置，有觀點認為其隱性面在於對社會大眾之監控，以及必要時作為鎮

壓的力量，此係何種觀點？ 

 (A)古典論 (B)衝突論 (C)預防論 (D)修復論 

20. 警察勤務的基本原理當中，機動原理強調動態的勤務運作，其基本假設是：警察勤務應為主動

先發式（Proactive）地發現問題，而非被動反應式（Reactive）地處理問題。此機動原理可以

從兩點明顯觀察出來，一是巡邏的重要性，另一則是何項勤務的日漸式微？ 

(A)值班 (B)守望 (C)勤區查察 (D)備勤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警察勤務發動模式可分為先發式（預警式）模式（Proactive Model）與反應式模式（Reactive 

Model），有關「反應式模式」之優點，包括下列何者？ 

 (A)有能力處理無被害者之犯罪，如販毒、賣淫 

 (B)有能力處理無目擊者之犯罪 

 (C)尊重民眾選擇（希望警察介入） 

 (D)較少法律爭議與人權侵害 

 (E)被動、等待，與民眾之隔離 

22.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及其品

項，有關「第一級」所列舉之品項，係指下列何者？ 

 (A)海洛因     (B)大麻 

 (C)古柯鹼                            (D)安非他命 

 (E)嗎啡 

23.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警察機關得為被害人向法院聲請之民事保護令，有下列何者？ 

 (A)遷出保護令     (B)暫時保護令 

 (C)一般保護令                         (D)遠離保護令 

 (E)緊急保護令 

24. 依據《特種勤務條例》規定，主管機關對安全維護對象之下列何種特種勤務地區，因應危害防

止之必要，得劃出安全維護區及設置安全設施，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得對區內及欲進入區

內之人員、物品、場所、交通、通訊及其他設備為必要之查驗、管制？ 

 (A)公共場所    (B)駐蹕處所  

 (C)辦公處所  (D)行徑路線  

 (E)乘坐之交通工具 

25. 依據「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訪查後註記之「戶卡片副頁」，與下列何者有關

聯？ 

 (A)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註記 

 (B)分局業務單位得加以查核 

 (C)一般人口之查訪註記 

 (D)受理民眾反映之具體建議事項，按規定辦理後之摘要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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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發現未設籍之他轄記事人口，建立暫住人口戶卡片後之查訪註記 

26. 勤區查察處理系統建置「警勤區轄境圖」，應標示警勤區之下列何者？ 

 (A)道路    (B)學校  

 (C)重要人士住居所  (D)便利商店  

 (E)隧道 

27. 犯罪製圖從空間觀點思考犯罪問題，是最直接的應用領域；而伴隨著犯罪製圖方法和技術不斷

地提升，其應用面向逐漸朝向複雜化和整合性，可對犯罪研究提供下列哪些選項的多面支援？ 

 (A)監控犯罪分佈型態的變遷    

 (B)評估犯罪防治策略的行動成效 

 (C)凸顯犯罪熱點喚醒各方注意，並提供警方編排勤務預防犯罪之參考 

 (D)直接有效地增進警民關係 

 (E)有效地協助警方與社區巡守隊處理緊急呼叫，收集鄰里資訊，進行治安調查 

28.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11 條規定，勤區查察之勤務方式係於警勤區內，由警勤區員警執行

之，以家戶訪查方式，擔任下列何種任務？ 

 (A)犯罪預防   (B)為民服務 

 (C)社會治安調查  (D)鄰里聯繫 

 (E)業務宣導 

29.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17 條規定，勤務規劃監督機構對勤務執行機構服勤人員之編組、服

勤方式之互換及服勤時間之分配，應妥予規劃，訂定勤務基準表，互換輪流實施，相關注意事

項，下列何者正確？ 

(A)勤務時間必須循環銜接，可適度預留空隙 

(B)勤務方式應視需要互換，使每人普遍輪流服勤 

(C)分派勤務，力求勞逸平均，動靜工作務使均勻，藉以調節精神體力 

(D)經常控制適當機動警力，以備缺勤替班，並協助突發事件之處理 

(E)每人須有進修或接受常年訓練之時間 

30. 依據《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第 4 條規定，警勤區員警實施訪查，應遵守事項包含下列何者？ 

(A)尊重當事人權益，並以誠實信用方法為之 

(B)不得踰越訪查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訪查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C)嚴守行政中立，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並保持政治中立 

(D)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E)主動積極宣導政令 

31. 警方受理報案並派遣人員到達現場之時間，合稱為「警察到達時間」（Time of Arrival of Police, 

TAP），可分為 3 段時程，其中包含下列何者？ 

 (A)獲知時間    (B)路程時間 

 (C)報案時間  (D)警察反應時間 

 (E)延遲時間 

32. 為了打擊犯罪，Harry E. Allen 等學者認為巡邏勤務具有的特性包含下列何者？ 

 (A)為民服務   (B)無所不在 

 (C)攻勢巡邏  (D)快速反應 

 (E)深入社區 

33. 依據交通疏導作業程序規定，執行交通疏導作業時，手控號誌疏導時機包含下列何者？ 

(A)特種勤務通行路線交通擁擠時 

(B)特種勤務車隊通過時（指定路線及鄰近路口） 

(C)重要外賓或高級長官座車通過路口時 

(D)突發狀況（如交通事故、災變、障礙等）或流量達到自動號誌無法有效疏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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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民眾需要協助時 

34.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8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警察機關，因應警察設備情況及警力需

要，得集中機動使用，免設分駐所、派出所，將勤務人員集中於警察分局，編為勤務隊（組），

輪流服勤，此可於何種區域實施？ 

 (A)犯罪問題嚴重  (B)交通壅塞 

 (C)都市人口稠密  (D)工商發達 

 (E)郊區治安特殊 

35. 辨識「酒醉狀態」駕駛，學者 Schultz 和 Hunt 建議可以從行車的狀況窺得一些蛛絲馬跡，其中

屬於「不協調的駕駛動作」，包括下列何者？ 

 (A)車速異常緩慢                     (B)蛇行 

 (C)停車時超出停車格之外              (D)任意超車  

 (E)在有車輛阻擋前方視線的十字路口上，無法順利將車子停下 

36.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5 條第 2 項之受毒品戒治人，經檢察官或地方法院少年法院之下列

何種處置後 2 年內，警察機關得適用第 1 項之規定對其採驗尿液？ 

 (A)交付保護管束之裁定    (B)不付審理之裁定  

 (C)不起訴之處分                       (D)免刑之判決 

 (E)交付保護處分之裁定 

37.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6 條規定，警勤區主要依下列何種規定劃分？ 

 (A)自治區域   (B)交通狀況 

 (C)治安狀況  (D)人口疏密 

 (E)工商發展 

38. 治安斑點圖是以轄區為作業之範圍，將案件以不同顏色之圖形斑點來代表，而顯示在轄區上，

以其分布之疏密來分析治安狀況之謂。治安斑點圖可以用來： 

 (A)瞭解轄區服務之重點 (B)確定行為人與地域之關係 

 (C)協助警力派遣                      (D)作為警察資源調動之依據 

 (E)察覺犯罪之趨勢及類型 

39. 依據「警察機關查獲職業性大賭場認定基準」規定，凡查獲賭博案件，經查明有意圖營利，供

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合乎下列條件之一者，認定為職業性大賭場，包含： 

(A)賭場為逃避檢查，設置有各種通風報信設施外，並有專人把風、保鑣、強索賭債、記帳或 

專供賭徒使用之交通工具者 

(B)賭場查獲賭資現金、籌碼（含支票等有價證券）合計達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或抽頭達新 

臺幣 10 萬元以上，或帳冊記載賭資累計達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上，或有可供質押財物者 

(C)賭場經查獲藏有槍砲、彈藥、刀械或供（販）賣毒品，依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或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移送者 

(D)賭場主持人或合夥人，經查明係具有刑案前科者 

(E)賭場使用詐賭方法或特製之賭具詐欺者 

40. 依據《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第 10 條規定，警勤區員警執行訪查得建立資料檔案，可記錄受

訪查者何種資料？ 

 (A)性別  (B)住居所 

 (C)職業  (D)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E)聯絡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