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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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析警察勤務活動的內容包含那些層面？（6 分）又警察勤務策略中之

社區警政四大核心要素為何？（12 分）並請敘述其優劣點何在？（7 分）

二、請說明預防犯罪與警政策略的關聯性？（10 分）關於陌生者間殺人事件

的三級犯罪預防策略內容為何？請敘述之。（1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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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警察組織結構模式之解析，下列何者錯誤？

強調專業化與分工之重要

重視資源分配與控制

透過垂直或水平整合，讓組織（系統）協調一致

重視工作效率或表現提升

2 有關派出所行政警察工作特色，下列何者錯誤？

工作內容不具機動性

派出所行政警察包攬分局各組交辦勤業務事項

應接受分局與警察局督察組（室）之督導考核

行政警察工作繁雜

3 下列何者不屬於警察組織文化的敘述？

破案英雄的故事 模範分局的表揚

警察人員的共同價值信仰 警察組織結構圖的展現

4 有關民國 110 年臺鐵 408 次太魯閣號事故，下列何者不是警察機關應有的作為？

花蓮縣政府警察局員警，協助維護事故現場周邊交通

鐵路警察局員警未經協調，直接進入災害現場救助傷患

內政部警政署增派警力支援鐵路警察局協助啟動安家服務

鐵路警察局員警協助處理遺失物品

5 警察機關支援 COVID-19 各種防疫措施，以有效因應疫情威脅與衝擊，確保公共秩序與社會治安；

相關行政協助不包括：

協尋居家隔離失聯者 協尋居家檢疫失聯者

協助集中檢疫場所安全維護工作 協助機場、港口實施檢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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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警察組織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內政部警政署辦理全國警察行政事務，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構）執行警察任務
內政部警政署設政風室，主任由檢察官派駐
直轄市政府警察局設外事科，處理涉外治安案件處理
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設有鑑識組

7 為檢討民國 109 年臺南某大學外籍生遭性侵棄屍命案，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受到嚴厲批評，下列何

者錯誤？
員警涉嫌匿報刑案，存在疏失責任 從課責的角度分析，警察分局長負有責任
從課責的角度分析，警察局長負有責任 臺南市長沒有警察人事權，所以沒有責任

8 有關民國 110 年 4 月下旬中壢員警攔檢盤查事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就結果而言，員警工作存在瑕庇
就過程而言，員警認真服勤比對往來民眾，有可取之處

該員警直屬長官不必負任何責任
該事件可作為員警教育訓練案例教材

9 有關員警使用槍械，特別是造成民眾或嫌犯傷亡者，下列敘述何者不合理？
應檢視是否合乎警械使用條例規範
不必檢視員警是否需要諮商輔導
應列勤前教育重要事項

應撰寫調查報告，避免類似重複發生錯誤
10 警察人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下列何者不妥？
公務員應儘量避免金錢借貸、邀集或參與合會、擔任財物或身分之保證人
公務員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經查證屬實者，依相關規定懲處；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
司法機關辦理
受贈財物若有爭議，應即報請具檢察官身分之政風人員認定之

許多貪瀆案件經常從餽贈開始，直屬長官有責任提醒組織成員
11 有關警察人員參加飲宴，下列敘述何者不妥當？
可以自行判斷或決定參加職務利害相關之飲宴
參加飲宴不論是否具職務上利害關係，都可能成為廉政破口
參加飲宴頻率和首長態度有關，或存在組織文化因素
首長或主管有責任提醒員警，避免參加職務利害相關之爭議飲宴

12 為實踐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等核心價值，請問下列敘述何者不適當？
警察機關督察室職司警察風紀，和警察紀律有關
警察機關人事室職司警察人事遷調，和警察專業有關
警察機關政風室職司行政透明業務，和警察廉政有關
警察機關主計室職司警察預算，和警察忠誠有關

13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自民國 103 年 1 月起施行之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法，有關警察組織變動敘述，

下列何者錯誤？
整併成立保安警察第七總隊
各港務警察局改制為各港務警察總隊
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更名為民防指揮管制所
警察通訊所更名為警察電訊所

14 有關性別主流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係由內政部警政署擬訂並推動之
落實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之推動策略之一是，結合地方政府與民間資源，強化性別平等教
育宣導，以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內政部警政署應成立性別平等輔導評審委員會
聯合國第 4 次婦女大會所提之「北京行動綱領」，即強調女性在政治參與和公共生活方面，普遍
存在法律與事實或權利與現實之差距，並提出女性參與比例應以達成 10%為中程目標、20%為

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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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對於警察分局長而言，請問下列何者較無違反行政中立原則之嫌？
警察分局長接見主動來訪之政治候選人
警察分局長主動邀請特定之政治候選人拜訪該分局
警察分局長動員所有員警歡迎特定政治候選人來訪該分局
警察分局長通知媒體採訪特定政治候選人拜訪該警察分局

16 下列何者不是 Taylor（1977）所稱零基預算的要素？

確定決策單位 決策單位分析與決策方案的形成
進行成本效能分析 優先順序的排列

17 有關績效預算分析，下列何者錯誤？
績效預算是以工作產出來決定預算的數額
績效預算是一種以產出決定金錢投入的多寡，而非以列出預算項目為已足
以警察能具體完成的工作目標作基礎，就所訂的工作目標，訂定預算，並經常與目標管理作連結

根據去年的預算作適度修正
18 請問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後勤科不包括下列何項業務？
職務宿舍各項修繕、報廢、滅失、除帳及拆除事宜
辦理眷屬宿舍各項業務（含登記建檔、管理、租借、清查及點交等）
辦理本局及所屬各外勤單位物品登帳、移撥、報廢除帳、變賣管理工作事項
武器、彈藥、防彈裝備之購置、補充、汰換、報廢、保養檢查及督導

19 廠商對於警察機關辦理採購，認為違反法令，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得採之救濟程序不包括：
得於法定期限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
廠商誤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以外之機關申訴者，為不受理決定
地方政府未設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者，得委請中央主管機關處理
對採購之過程、結果提出異議之期限，為接獲機關通知或機關公告之次日起 10 日

20 請問下列何者非屬內政部警政署行政組業務？

警備、警戒及擴大臨檢之規劃、督導
分駐（派出）所設置基準、警察服制及警察機關設備標準之規劃、督導
特殊任務警力編組、運用之規劃、督導及管制
妨害風化（俗）行為及電子遊戲場所涉嫌賭博案件取締之規劃、督導

21 請問下列何者非屬 110 報案電話的六大功能？
受理報案，通常與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密切連結

追蹤案件歷程及逾時未回報案件與管考案件分析
處理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騷擾的困擾案件
即時指揮調度警力，形成警察組織網絡

22 社會治安網絡之整治策略與組織間合作理論有關，下列敘述何者不適當？
強化組織自主裁量機制 建立組織間合作誘因
發展組織間合作目標 建構組織控幅系統

23 對於政府採購或委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採購過程必須重視品質 最低標進行採購可能影響品質
廠商要為採購品質負完全責任 招標過程可能出現廉政問題

24 有關機關採購招標，請問下列何者錯誤？
異質採購最低標是目前應用最廣的採購模式
招標過程公開透明比較能夠防弊

工程招標必須同時重視價格、品質、效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未來將致力善用採購機制，提升政府採購效能與品質

25 有關全面品質管理，下列何者錯誤？
全面品質管理的重點在滿足顧客的需求
依全面品質管理理論的觀點，顧客包括內顧客與外顧客
品質的意義則在滿足顧客的需求，甚至超越顧客的期待

目標設定是全面品質管理的最高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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