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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 1 0 年警佐班第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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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法制之法源位階暨其因果關聯之先後排列順序應為如何？ 

○1 警察勤務條例       ○2 警察法      ○3 警察職權行使法      ○4 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  

○5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 

 (A) ○1 ○2 ○3 ○4 ○5     (B) ○2 ○1 ○3 ○4 ○5  (C) ○1 ○2 ○4 ○3 ○5  (D) ○2 ○1 ○4 ○3 ○5  

2.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函頒之「各級警察機關辦理勤務審核作業規定」，基層員警代表參與勤務之

審核，其遴選之方式為，分局、大隊及直屬隊內、外勤實際服勤人數，100 人以下設置 2 名基

層員警代表，每超過多少人增設 1 名代表？ 

 (A) 50 人    (B) 80 人 (C) 100 人 (D) 200 人 

3. 我國曾經首創成立「情資整合中心」（Intelligence Integrated Center, IIC），提供全方位即時安全

服務之警察機關為下列何者？    

 (A)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B)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C)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D)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4.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109 年 11 月 25 日警署防字第 1090159284 號函頒最新之「警察勤務區訪查

作業規定」，下列何單位，應就影響轄區治安、婦幼、交通、安寧秩序等事項，審慎檢討評估，

訂定符合地方特性之訪查工作執行基準，陳報上級核定？ 

 (A)警勤區 (B)分駐（派出）所 (C)警察分局 (D)警察局 

5. 依據「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遇重大慶典及重要勤務活動等狀況時，依需要臨時專案

規劃派遣督導，稱之為何種督導？ 

 (A)駐區督導      (B)聯合督導       (C)隨機督導     (D)機動督導 

6. 依據「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 化平臺作業要點」，各作業系統因天災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無法於

線上受理報案時，得先以人工製單方式交予民眾，並於系統恢復使用多少小時內補登後，列印

電腦表單併人工表單陳報所屬上級機關？ 

 (A) 12 小時內 (B) 24 小時內 (C) 36 小時內 (D) 48 小時內 

7. 勤區查察方式的演變先後，下列何者正確？ 

①戶口查察 ②家戶查察 ③家戶訪查 ④警察區查察 ⑤警勤區訪查 

 (A) ①②⑤    (B) ①②④ (C) ①③⑤ (D) ①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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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刑案現場之初步處理，下列何者錯誤？ 

 (A)進入現場內擔任警戒 (B)逕行逮捕現行犯  

 (C)被害人送醫時，隨同前往醫院 (D)實施現場封鎖 

9. 有關取締違規攤販之作業程序，下列何者錯誤？ 

 (A)執行取締工作時，應態度和藹，言語懇切，不得與攤販爭吵      

 (B)遇有攤販拒絕出示證件，且態度激動時，應請求支援，以優勢警力執法 

 (C)對在道路設置路障，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採勸導代替取締  

 (D)對未經許可在道路擺攤位之違規攤販，採勸導代替取締 

10. 美國自 2001 年 911 恐怖份子攻擊紐約州的雙子星摩天大樓後，興起下列何種警政策略？ 

 (A)專業化警政    (B)社區警政 (C)情資導向警政 (D)問題導向警政 

11. 警察處理家庭暴力案件，下列何種保護令，是由分局家防官依職權聲請？ 

 (A)通常保護令    (B)暫時保護令 (C)緊急保護令 (D)任何保護令 

12. 詢問犯罪嫌疑人之作業程序，下列何者錯誤？ 

 (A)原則上應問錄分離，並全程錄音，必要時全程錄影 

 (B)犯罪嫌疑人為拘捕到案，應等候其辯護人到場再行詢問，但等候時間不得逾 10 小時 

 (C)筆錄不得竄改、挖補或留空行  

 (D)受詢問人拒絕回答，不得強制為之 

13. 警察處理聚眾活動時，最常用於分割與迫散群眾的隊形為下列何者？ 

 (A)前進楔形   (B)正面隊形 (C)三面隊形 (D)梯形隊形 

14. 根據 Gary W. Cordner 的研究，社區警政的實施成效，下列何者最為顯著？ 

 (A)有效打擊犯罪 (B)改善警民關係 (C)改變員警行為 (D)改善警察風紀 

15. 執行巡邏勤務之應勤裝備，下列何者正確？ 

 (A)汽車巡邏：車外應著防彈衣，車內由帶班人員視治安狀況決定是否著防彈衣      

 (B)機車巡邏：戴安全帽，不戴防彈頭盔 

 (C)機車巡邏：一律應著防彈衣  

 (D)徒步巡邏：一律應著防彈衣 

16. 處理 A1 及 A2 類道路交通事故之作業程序，下列何者最為優先？ 

 (A)現場測繪     (B)跡證採集 (C)臨場管制 (D)調查訪問  

17. 有關警察執行路檢攔檢身分查證之作業程序，下列何者錯誤？ 

 (A)受檢人未攜帶證件或拒不配合表明身分，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得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 

 (B)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其時間自到達勤務處所起，不得逾 3 小時  

 (C)對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檢查引擎或車身號碼 

 (D)遇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警察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得要求駕駛人熄火離車 

18. 從目的與手段來看，下列何者最具有手段之性質？ 

 (A)警察勤務 (B)警察業務  (C)警察功能 (D)警察任務 

19. 依據「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員警缺額者，其缺額逾 1 年未能派補時，分局應於

多久時間內重新辦理警勤區劃分，檢討合併警勤區事宜？ 

 (A) 1 個月    (B) 2 個月 (C) 3 個月 (D) 6 個月 

20. 在打擊犯罪的勤務模式中，「由警察所發動，並主動選擇目標」的勤務方式，其工作理念即主

動事前發現問題，而不僅是事發後被動快速的至現場處理問題，稱之為下列何種勤務模式？ 

 (A)反應式模式（Reactive Model） (B)守勢勤務模式（Defensive Model） 

 (C)預警或先發模式（Proactive Model） (D)服務民眾模式（Servi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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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下列何者，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 

 (A)家戶訪查辦法   (B)警察勤務裝備機具配備標準 

 (C)警察勤務基準表  (D)分駐所設置基準 

 (E)派出所設置基準 

22. 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下列何者是勤務督導的主要目的？ 

 (A)激勵工作士氣   (B)受理民眾申訴 

 (C)補充基層警力                        (D)考核勤務績效 

 (E)指導工作方法 

23. 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下列何者是守望勤務擔任的主要工作？ 

 (A)探訪     (B)警戒 

 (C)警衛   (D)取締 

 (E)管制 

24. 從理論上言，警察勤務的運作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A)外勤重於內勤      (B)內勤重於外勤 

 (C)守勢性勤務重於攻勢性勤務            (D)攻勢性勤務重於守勢性勤務 

 (E)永不間斷，無處弗屆 

25. 有關警察勤務運作模式的評估，下列何者正確？ 

 (A)反應式的警勤方式，比先發式更具民主價值    

 (B)反應式的警勤方式，較能對付無被害者的犯罪 

 (C)反應式的警勤方式，須以良好的通訊器材與交通工具為基礎 

 (D)先發式警勤方式的產生原因，主要是來自民眾對於安全感的需求 

 (E)可針對不同的犯罪問題，均衡使用先發式與反應式的警勤方式 

26. David Bayley 提出社區警政的要素（CAMP），下列何者正確？ 

 (A)資源動員      (B)公眾諮詢 

 (C)問題解決                         (D)組織調適 

 (E)快速反應 

27. 1829 年英國率先成立現代警察的背景因素，包括下列哪些？ 

 (A)都市化的影響     (B)群眾抗爭頻繁 

 (C)工業化的影響                        (D)民權運動頻繁 

 (E)犯罪問題嚴重 

28. 下列哪些執法取締項目，屬於職務協助之事項？ 

 (A)取締違反《菸害防制法》案件    (B)取締環保犯罪案件 

 (C)取締妨害風化（俗）案件  (D)取締噪音案件  

 (E)處理動物保護法案件 

29.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巡邏勤務應視需要彈性調整巡邏區（線），採定線及不定線；

並注意逆線、順線，及於下列何種狀況交互行之？ 

 (A)隨機        (B)定點      

 (C)不定點        (D)定時      

 (E)不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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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109 年 11 月 25 日警署防字第 1090159284 號函頒最新之「警察勤務區訪查

作業規定」，其警勤區訪查期程之規範中，明文規定每月聯繫拜訪 1 次以上者，包括下列何者？ 

 (A)其他諮詢對象      (B)一般人口 

 (C)村長      (D)里長 

 (E)鄰長 

31. 依據「警察機關執勤使用微型攝影機及影音資料保存管理要點」，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A)員警因執行公務取得之攝錄影音資料，其攝錄器材屬私人財產者，則不受上述要點之規範   

 (B)該資料保存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為維護第三人法律權益而有保存之必要者外，應保存 1 個月 

 (C)除因調查犯罪或違法行為有保存該資料之必要者外，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起 2 年內銷毀                                   

 (D)因執行公務取得影音資料之調閱、複製，非經分局長或相當職務以上長官之核准不得複製 

 (E)經核准受理調閱或複製之上述影音資料，應不必填具紀錄清冊 

32.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編製之「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接受勤務指揮

中心指派，第一時間到達事故現場員警與該勤務指揮中心應執行之事項，下列何者為正確？ 

 (A)第一時間到達員警負責現場處理或警戒維護，並立即向勤務指揮中心回報到達   

 (B)第一時間到達員警回報到達，並僅負責現場警戒維護，對於現場狀況不須描述 

 (C)第一時間到達員警若非處理人員，可自行擅自離開，不需俟相關處理人員抵達 

 (D)勤務指揮中心執勤人員，應注意管制被指派勤務人員是否抵達現場，並記明到達時間備查 

   (E)勤務指揮中心受理人員對於現場員警回報，應同步對於回報作重點登錄 

33. 有關「槍械彈藥查核清點作業程序」，下列哪些選項為正確之程序？  

 (A)所長每日上、下午應親自清點查核 1 次  

  (B)備勤人員應確實保管槍械彈藥庫、櫃門鎖鑰匙 

 (C)領槍應放置領槍證，還槍時取回，不得槍與證同時存放或無槍無證 

 (D)雙週查核時，每位員警另應檢查保養、維護及使用狀況，並填寫「裝備檢查及保養工作單」 

 (E)備勤人員應清點核對，登記領用及歸還之槍號、彈藥數量（批號）是否相符 

34.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編製之「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執行備勤勤務

時，其工作之項目，執行之準備要求，以及其執行要領為何？ 

 (A)備勤勤務不可依治安需要，納入巡邏中實施    

 (B)防疫期間，如已先確認現場有罹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者（COVID-19），應佩戴口罩即可 

 (C)備勤勤務其工作項目為傳達重要公文以及解送、戒護人犯等                                

 (D)備勤勤務以不配帶槍彈為原則 

 (E)以警備（偵防）車解送人犯時，至少必須 3 人以上員警隨車內戒護才可解送 

35.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勤務時間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0 時至 8 時為深夜勤 (B) 18 時至 24 時為夜勤  

 (C)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 10 小時為原則 (D)服勤人員每週輪休全日 2 次 

 (E)勤務交接時間，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 

36.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編製之「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下列執行巡邏

簽章作業程序，何者合乎該程序之規範？ 

 (A)夜間到達巡邏點，應立即取簽巡邏表   

 (B)機巡簽妥巡邏表後，2 名員警同時一起上機車 

 (C)簽妥巡邏表後，汽巡時，駕駛人員先上車  

 (D) 2 部機車巡邏時，前後要不定時互換 

 (E)巡邏勤務雙警出勤前，應相互檢查應勤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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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何者屬於社區導向警政（Community Oriented Policing）勤務模式之特質與內涵？ 

 (A)其乃於警政專業化發展之後的警政復古運動  

 (B)其乃以偵查犯罪為主之勤務策略 

 (C)其乃結合與運用社區資源之勤務策略        

 (D)尋求預防與偵查犯罪並重之勤務策略 

 (E)僅為重視警察本身專業辦案能力的加強之勤務策略 

38. 勤務執行機構人員置下列幾人者，其夜間改為值宿？ 

 (A) 6 人       (B) 5 人 

 (C) 4 人                              (D) 3 人 

 (E) 2 人 

39. 下列何者屬於警政民間化（Privatization of Policing）的作法？ 

 (A)維安特勤小組  (B)社區巡守組織 

 (C)快速打擊部隊                        (D)私人保全公司 

 (E)警察志工團體 

40. 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的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A)行政中立      (B)取締非法 

 (C)以暴制暴                            (D)保障合法 

 (E)防制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