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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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何謂警察勤務區？﹙9 分﹚請依警察勤務條例之規定，試詳述警察勤務

區劃分之方式？﹙16 分﹚

二、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執行勤務時，依法得查證可疑人民之

身分，試問警察為查證人民之身分，得採取那些之必要措施？﹙15 分﹚

若顯然無法查證其身分時，警察得如何處理及應注意事項為何？﹙10 分﹚

請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詳細說明之。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6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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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先進國家研究警力之編組，向有採行集中制、散在制及集中散在併用制等運作模式，而警力

不管是集中制或散在制各有其利弊，為期整體勤務宏觀之規劃，要能因時因地因事制宜，有關警

力部署之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性質而言，行政警察勤務宜採集中制，刑事警察勤務則以散在制為宜

以地區而言，市區之中宜採散在制，而鄉村地區則以集中制為主

以時期而言，太平時期宜採散在制，動亂期間則以集中制為宜

以設施而言，交通電訊不足處宜採集中制，反之則以散在制為宜

2 警察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中，其所稱依法行使職權之警察，為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總稱，

依此定義下的警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 條第 1 項所稱警察，與此定義相同

憲法第 8 條所稱之警察機關，係指形式上之警察，與此定義不同

警械使用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所稱警察機關，亦屬此定義下之警察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3 條所稱之警察人員，亦屬此定義下之警察

3 各級警察機關為激勵服勤人員工作士氣，指導工作方法及考核勤務績效，應實施勤務督導；內政

部警政署亦在 108 年 7 月 1 日修正了警察機關強化分層勤務督導實施計畫，下列有關該計畫之敘

述，何者正確？

實施分層勤務督導，係本著「走動管理」之精神而作規劃

自行選擇時段、單位、採不定時、不預告方式機動督導者，僅局長及副局長有此做法

督察長及主任秘書，均採機動督導，督導次數每月至少 6 次

局長及副局長之督導報告，由隨行人員填寫，並立即交相關單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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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照警察勤務條例第 22 條規定，勤務指揮中心之任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統一調度、指揮、

管制所屬警力 ②災難事故之通報 ③受理報案及通報處置 ④情資研判暨情蒐指導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5 警察法第 3 條係就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劃分，有關中央與地方權限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各縣（市）警察局所屬人員之官等、俸給、職務等階等事項，屬官規之事項，為地方之權限

警察常年訓練之種類及師資等，屬警察教育制度，為中央之權限

駐衛警察執行勤務之服制、配備，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為地方權限

全面裁撤派出所，屬警察勤務單位組合勤務方式之基本原則事項，為中央之權限

6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12 條，有關共同勤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巡邏 ②臨檢 ③勤區查察 

④備勤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7 警察勤務區（以下簡稱警勤區），為警察勤務基本單位，由員警 1 人負責，下列有關警勤區之敘

述，何者正確？

修正由員警 1 人負責之現行規定，係為強化並提升警勤區服務效能，並規劃納入巡佐及巡官擔

任警勤區

其劃分乃以自治區域之村里為基準，村里過大或過小，則以其面積廣狹優先認定之

偏遠警勤區不能與其他警勤區聯合實施共同勤務者，應設警察駐在所，由員警單獨執行勤務

刑事、外事及其他各種警察，得配合警勤區劃分其責任區

8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之人的查證身分，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①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 ②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生

之犯罪知情者 ③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必要者 

④在公共場所一看到警察就逃避者

①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9 警勤區訪查之目的為達成犯罪預防、為民服務及社會治安調查等任務，依現行規定，有關警勤區

訪查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員警實施訪查，應著制服並攜帶警察服務證，主動表明身分，並告知訪查事由

執行警勤區訪查時，應經受訪查之住居人、代表人、事業負責人或可為事業代表之人同意並引

導，始得進入其適當處所

警勤區員警實施訪查，應依勤務基準表編配時間，於日間為之。但與受訪查者另有約定訪查時

間者，不在此限

警勤區訪查，以座談會方式實施者，應將訪查時間及地點，於訪查日 7 日前，以書面通知受訪

查者

10 有關分駐（派出）所之性質，下列何者正確？①警察勤務執行機構 ②可作為請願之機關 ③統

一規劃勤務 ④主管督導執行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11 內政部警政署 108 年 8 月 21 日下達員警執勤之警力數編配及應勤裝備攜行原則一種，該原則有

關六大勤務之警力編配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巡邏，以雙警（含以上）人員執勤為原則，單位警力不足時，編配單警巡邏則以日間為限

守望，依勤務性質、服勤地點及事實需要，由分局長或相同層級（含以上）之主管長官決定

值班，以單警執勤為原則，單位警力逾 30 人時，得編配第二值班，專責械彈領用及收繳之管理

備勤，依勤務性質、服勤地點及事實需要，由分駐（派出）所長或相同層級（含以上）之主管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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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7 年 4 月 11 日內政部修訂「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正式廢止戶口查察 以家戶訪查取代戶口查察

以警勤區訪查取代家戶訪查 開始執行治安顧慮人口查訪

13 內政部警政署為保障員警執行勤務時使用警備車（汽、機車）安全防範措施，訂有警察機關警備

車（汽、機車）執勤安全注意事項作為規範，有關本規範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駕駛警備車至停留點或駐地時，應停妥於可監守、安全之適當位置，熄火並將鑰匙置於車內約

定位置，以便利急用之需

駕駛汽車執行巡邏、臨檢或處理事故等勤務時，如開啟警示燈時，得不用熄火及上鎖，惟應停

妥於眼光可監視之安全適當位置處

執行拘捕、戒護載送犯罪嫌疑人時，至少 2 人以上員警隨車戒護，可先行發動車輛，讓被載送

人上車，完成警戒後再出發

騎乘機車執行巡邏、臨檢或處理事故等勤務時，機車應熄火，停妥於眼光可監視之安全適當位

置處，並將鑰匙隨身攜帶

14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規定，警察查證身分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得令其出示身分證明文

件 ②有明顯事實足認必要時，得檢查其身體 ③有明顯事實足認必要時，得檢查其攜帶之物 

④不可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

①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②③④

15 為使警察機關迅速處理一般刑案報案，並防杜匿報刑案情事，內政部警政署訂頒有受理報案ｅ化

平台一般刑案作業規定，下列有關此規定的敘述，何者正確？

所稱一般刑案，係指除汽、機車及其零組件失竊，以及涉及享有外交豁免權人員案件以外之其

他刑事案件

同一案件有數報案人，同時段分別向同機關之數單位或同一單位報案者，由受理報案在先之單

位，以登載同一刑案基本資料及其他報案人欄別方式，開立同一單號之三聯單，交付各報案人

各警察局刑警（大）隊之權限，係負責該局直屬隊及警察分局之使用者權限設定、管理、資料

刪除及 2 個月以內資料修正事宜

本系統資料檔案應永久保存；其蒐集、傳遞及運用本系統資料，應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及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紙本卷宗資料之保存，依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規定辦理

16 依照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作業規定，有關各級勤務指揮中心編排勤務執勤方式，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①8 小時輪值 ②12 小時輪值 ③18 小時輪值 ④24 小時輪值

①③④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②

17 警察機關處理性騷擾事（案）件時，下列有關規定，何者正確？

性騷擾事件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時，業務主管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工）局（處）

手機簡訊或網際網路等方式發生性騷擾事件，以行為人所在地之警察機關為調查管轄單位

性騷擾事件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時，業務主管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或學

校所屬主管機關

員警受理後，檢附申訴人申訴書（及詢問紀錄）由分局偵查隊函送該所屬主管機關續為調查，

並副知申訴人

18 依照警察勤務條例第 4 條規定，有關警察勤務機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區分為三級 ②區

分為四級 ③分駐所屬於基本單位 ④分局屬於勤務規劃機構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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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為保障警察人員執勤安全，使警察人員合理、合法使用槍械，內政部警政署訂有警察人員使用槍

械規範，作為警察人員使用槍械之判斷，依該規範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人員使用槍械之情形，係依相對人之危險性及威脅程度等，區分為持槍警戒、鳴槍制止及

逕行射擊等三種類型

遇有犯罪嫌疑人持有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受警察人員告誡拋棄，仍不遵從時，得逕行射擊

使用槍械後之即時處置，先保全現場及蒐集證據，其次再救護傷者送醫，然後報告該管長官

警察人員用槍致人傷亡時，所屬警察機關最優先辦理事項，為成立處理小組進行事實調查及用

槍適法性之審查

20 依據警察勤務策略及理論，下列何者屬於以偵查為主之勤務理論？

問題導向理論 破窗理論 治安零容忍 日常活動理論

21 警察執行路檢兼取締酒後駕車勤務遇有民意代表時，在會期中，有關實施強制作為應注意事項，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遇有鄉民代表為現行犯，非經鄉民代表會同意，不得逮捕或拘禁

遇有縣（市）議員為準現行犯，應經議會許可，始得逮捕或拘禁

遇有直轄市議員經查為通緝犯，應經議會同意，始得逮捕或拘禁

遇有立法委員經查為通緝犯，未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

22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函訂並自 109 年元旦起實施之「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有關記事人口之

查訪應依何法令規定辦理，下列何者正確？①依據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 ②依據性侵害犯罪加害

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 ③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 章預防及處遇第 48 條） ④依據警

察職權行使法第 15 條

①② ①③ ②③ ③④

23 各級警察機關之勤務指揮中心，統一調度、指揮、管制所屬警力，執行各種勤務，為勤務指揮中

心之功能，下列有關勤務指揮中心相關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勤務指揮中心係於 75 年 11 月 10 日納入修正公布之警察勤務條例第 22 條規定，成為正式之建制

單位

各級勤務指揮中心依狀況性質開設之指揮所區分為一級至三級，其平常狀況下為一級開設，依治

安狀況之輕重，分別提升為二級或三級

轄區發生重大事故（情資）時，各級勤務指揮中心應立即循勤指系統以電話向內政部警政署報告

涉及 2 個以上警察機關之案件，應立即報告上級警察機關律定主辦、協辦單位，並應彼此通報狀

況相互支援

24 依照內政部警政署 108 年 2 月 19 日函頒「現階段警察機關勤務時數編排規定」，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每日勤務時數以 8 小時為原則，無法因應需求時，以 10 小時為度，或以週休 2 日每週合計 50

小時以下勤務時數管制

於輪休前、後選擇 1 日，以 8 小時為原則編排

需輪值待命勤務單位，應依任務實際需要，於非輪值待命時段編排員警輪休或調整為 8 至 10

小時勤務

為調適員警身體健康，深夜勤合併當日服勤時數以 8 小時以內為度

25 警察勤務裝備機具配備標準所規範者，係指警察勤務條例第 7 條之勤務執行機構實際從事各項警

察勤務所需使用之防護型、蒐證型、通訊型及警械等裝備機具，下列有關本標準之敘述，何者正確？

警棍及手電筒，屬防護型之裝備

警笛、無線電及警用行動電腦，屬通訊型裝備

微型攝影機及攝影機，屬蒐證型裝備

警槍、警銬及電擊槍，屬警械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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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B A B D B A B B C

B D B B D C D A A

D C A D C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