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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警察勤務執行前，應舉行勤前教育。請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詳述其種類區分及施

教內容為何？（25 分） 

二、警察為維持社會治安，經常在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對可疑民眾進行盤查。請

詳述依據何種法律的規定，警察人員在這些場所，得對於那些人實施身分之查證？

（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6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據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規定，警察遴選第三人，應查核下列何事項？①前科素行及政治背景   

②忠誠度及信賴度 ③工作及生活背景 ④合作意願及動機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2 基於警察執法界限之警察公共原則，警察權行使時，應遵守那三大界限？①私生活不可侵犯原則 ②私

人住所不可侵犯原則 ③不干涉民事法律關係原則 ④法不入家門原則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3 有關警察勤務運作原理中迅速原理，也就是「TAP 理論」的出現。亦即： 

警方反應時間愈短，歹徒侵入時間愈短，則嚇阻犯罪之作用愈大 

警方反應時間愈短，歹徒侵入時間愈長，則嚇阻犯罪之作用愈大 

警方反應時間愈長，歹徒侵入時間愈長，則嚇阻犯罪之作用愈大 

警方反應時間愈長，歹徒侵入時間愈短，則嚇阻犯罪之作用愈大 



代號：60150
頁次：4－2 

4 為使員警勤息合宜、休宿適當，勤務時間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服勤人員每日應有連續 8 小時之睡眠時間，深夜勤務以不超過 2 小時為度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 8 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視實際情形酌量延長之 

服勤人員每週輪休全日二次，遇有臨時事故得停止之 

超勤加班時間依警察勤務條例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延長服勤、停止輪休或待命服勤之時間，酌予補假 

5 警察機關因應轄區治安狀況需要，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及第 2 項規定，事先由警察機

關主管長官規劃指定路段設置管制站，凡行經指定路段及管制站之人，警察即得查證其身分。指定要件

須為那三項有必要者為限？①防止犯罪 ②過濾通緝人犯 ③處理重大公共安全 ④處理重大社會秩序

事件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6 依據警察機關執行路（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規定：警察人員於執行路檢或攔檢身分查證時，若受檢

人不同意，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時，帶班人員處置程序，下列何者錯誤？ 

異議有理：停止路檢、攔檢或身分查證，任其離去 

異議無理由：於請示上級後，續行路檢、攔檢或身分查證，執行程序與同意受檢相同 

受檢人請求時，填具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自攔停起不得逾 3 小時 

7 警察行使職權執行身分查證，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4 條規定，何者正確？①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 

②應告知事由 ③若未著制服亦未出示服務證，人民得拒絕 ④若已著制服，民眾仍要求出示服務證者，

可不予理會繼續執行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8 依據執行巡邏勤務中盤查（檢）人車作業程序，員警於巡邏執行中逮捕現行犯時，下列作法何者錯誤？ 

先上手銬後搜身 

查獲違禁或查禁物品應依刑法、刑事訴訟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緝獲嫌犯應回報勤務指揮中心請求支援 

若以機車巡邏時，可一人警戒，一人以機車載送嫌犯，以求盡速將嫌犯送回勤務處所 

9 勤區查察以家戶訪查方式實施，服勤時間得斟酌勞逸情形每日編排 2 小時至 4 小時，每月應編排多少小

時以上（含在所整理資料或實施社區治安諮詢時間 2 小時至 4 小時）？ 

 20 小時  22 小時  24 小時  2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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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警用巡邏車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之規定，執行下列非緊急任務時，得啟用警示燈，但不得任意啟用

警鳴器：①執行專案勤務、路檢及重點巡邏任務 ②維護交通秩序或本身安全 ③緝捕現行犯、逃犯 

④現場處理一般交通事故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11 基於維護治安目的所設置之巡邏箱，目前演變為查考巡邏勤務是否落實依據之一，從理論的觀點而言，

此種反功能稱為： 

目標錯置作用 職業病態 訓練無能 法規神聖作用 

12 警勤區基本資料區分計有一圖、二表、三簿冊，下列何者不屬之？ 

警勤區概況表 警勤區交接登記表 警勤區記事簿 警勤區手冊 

13 警察人員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行使職權時，下列何者適用提審法規定？①警察人員執行勤務，因故依警察

職權行使法需將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 ②警察對於瘋狂或酒醉，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身體

之危險，或預防他人生命、身體之危險時，依警察職權行使法所為管束 ③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盤查滯留

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預備、著手實施重大犯罪或有人犯藏匿之處所者 ④警察依警察職權行使法執行

無須適用提審法 

①② ②③ ①②③ ②③④ 

14 警察法施行細則第 3 條所稱警察官規，下列何者屬之？中央與地方各級警察人員之：①官等 ②編制    

③職務 ④俸給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15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範，下列何者並非對警察行使職權之救濟方式？ 

訴願 行政訴訟 請求國家賠償 民事訴訟 

16 警察法第 5 條有關全國性警察業務所稱之各種專業警察業務，下列何者不屬之？ 

鐵路 航空 保安 森林 

17 警察對於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防止犯罪，認有必要，得經由警察局局長書面同意後，於一定期間內，對

其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情形，以目視或科技工具，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

下列何者不屬之？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參與職業性犯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參與習慣性犯罪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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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 條所列舉之職權類型，下列何者不屬之？ 

驅離 管束 扣押 扣留 

19 警察每日勤務時間為 24 小時，其起迄時間自零時起至 24 時止。零時至 6 時為深夜勤，18 時至 24 時為夜

勤，餘為日勤。勤務交接時間，由何者定之？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局 警察分局 分駐（派出）所 

20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於民眾查證其身分，下列何者非屬

「公共場所」？ 

車站 公園 電影院 廣場 

21 警察機關對於扣留之物有下列何種情形者得予變賣？①有腐壞或價值重大減損之虞 ②保管、照料或持

有所費過鉅或有其困難 ③扣留期間逾 6 個月，無法返還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且不再合於扣留之

要件 ④經通知 6 個月內領取，且註明未於期限內領取，將予變賣，而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未於期限內

領取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2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勤區查察由警勤區員警以家戶訪查方式，擔任下列那些任務？①犯罪預防 

②犯罪偵查 ③為民服務 ④社會治安調查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3 分駐（派出）所是各警勤區之組合體，依據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規定，下列劃分原則何者錯誤？ 

轄區內應有 2 個以上警察勤務區 

轄區以不跨越鄉（鎮、市、區）為原則 

轄區以不分割村里自治區域為原則 

設有警察分局之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得設分駐所 

24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下列何種勤務方式係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為主；並執行檢查、取締、盤詰及

其他一般警察勤務？ 

臨檢 路檢 巡邏 守望 

25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及警察勤務區勤務規範第 6 點規定，警勤區之劃設配合自治區域為考量

者，應於不分割下列何種自治區情形下劃設之？ 

村 里 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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