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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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需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及健康權，內政

部警政署通報全國各地警察局，開始試辦全國派出所所長每日值班 12 小

時、每月超勤上限 60 小時。針對前文陳述，回答以下兩個問題，第一，

請以激勵理論分析派出所所長的工時設定，可能存在什麼問題？（15 分）

第二，請分析試辦派出所所長工時後可能產生的結果？（10 分）

二、2019年某警察分局處理聚眾陳抗勤務，時任分局長的警官在勤前教育時，

指示員警在陳抗現場遇到推擠，就順勢跌倒，以便將陳抗民眾依現行犯

逮捕。依前文描述，請問該分局長的行為或做法涉及那些議題？（5 分）

請以警察組織相關理論，分析該個案發生的原因與結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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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為落實國土保護政策，增進環境資源管理效能，成立下列何種保安警察機關？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 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保安警察第七總隊

2 內政部警政署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有關警用車輛駕駛之訓練、考核及管理，是屬於下列何單位

負責？

交通組 行政組 後勤組 人事室

3 綜觀我國警察組織的發展趨勢，有關政府遷臺初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安全是政府最重要的考量

為求穩固政權，治安僅被視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政府採用「以軍領警」的政策

當時警務處以內政部為主管機關外，另受國防部情報局系統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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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年整合科技智慧理念提升見警率上，建置了「智慧分析決策支援系統」，下列針對見警率以及

「智慧分析決策支援系統」之說明何者錯誤？

該系統將跨轄區各項治安資料如「治安斑點」、「治安熱點」及「區域情資」等訊息以大數據

進行分析與應用，據以規劃勤務、採取有效勤務作為

見警率一詞係指民眾看見警察的機率與頻率

員警不分晝夜、不論區域輪守可以有效發揮見警率，提高破案率

該系統科技見警之目標，主要是經過電腦數據分析與安排的警力配置與派遣，符合世界警政潮

流與因應犯罪預防

5 警察勤務交接時間，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由何種單位定之？

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局 警察分局 警察派出所

6 警察組織的垂直分工，大致上可以區分為 3 種性能不同的層級，不包括下列何種？

決策層級 指揮層級 幕僚層級 執行層級

7 行政院所頒布之「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員是指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

公務員除依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業務

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時，應於 5 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但如為長官對屬員之慰勞，不在此限

8 有關警察對性別議題應有的態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能力而非依性別的分工 加強女性從警之專業能力

刻意培養優秀女警主管 健全警察子女養育照顧制度

9 警察人員有兼任職務狀況發生時，依據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得經服務機關許可

公務員若身分為機關首長時，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得經上

級主管機關許可

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許可

公務員若身分為機關首長時，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直接報

備上級主管機關，無需經由上級主管機關核可

10 依據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當中，警察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未經核准，禁止與特

定對象接觸交往，下列何者非屬該規定之特定對象？

治安顧慮人口 不良幫派組織份子

犯嫌二親等內之親屬 經營色情、賭博、破壞國土及其他不法業者

11 依據內政部性別平等計畫(111 至 114 年)之具體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在職員警之常年訓練學科講習必訓課程中納入「性別議題與執法及性別主流化」課程

鼓勵女警以「美女警察」之形象上媒體，營造警察良好形象

中央警察大學與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之入學標準規定女性優先錄取

將警察特考當中女性之身高標準降低



代號：51460
頁次：4－3

12 有關於社區治安之守望相助隊相關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守望相助隊為「地方有需要、民眾有意願」之官方組織

守望相助之目的在喚起居民社區意識，結合相關單位人員與團體組織力量，建立治安維護體系

警察機關得視地區特性及轄內治安狀況，由分駐（派出）所提供守望相助隊相關治安資訊與協

助巡守路線

守望相助隊之成立是為了達到警力、民力協助維持治安工作，發揮共同防制犯罪功能，落實治

安全民化，以保障民眾安全

13 於網路社會新型態之治安治理方面，內政部警政署近年提出了警政服務 APP（智慧型手機報案系

統），下列何者非警政服務 APP 之特色功能？

反詐騙諮詢服務

法律判決實境體驗

雙向文字對談，不用說話也可以完成報案

 110 報案結合視訊定位，可即時回傳視訊現場影像

14 有關社區安全治理模式，於公部門跨部門協力上，下列何者錯誤？

治理類別為電信詐騙犯罪時，跨部門機關為兩岸四地及第三地刑事司法部門、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治理類別為群眾鬥毆時，跨部門機關為警察機關、地方政府

治理類別為毒品犯罪時，跨部門機關為法務部、刑事司法部門、衛生福利部、地方政府、少輔

會、學校部門

治理類別為社區治安時，跨部門為法務部、社區促進會、社區管委會

15 為建構中央與地方的治安網絡，各縣市比照行政院定期召開治安會報，由誰主持會報？

警察局局長 縣市長 警政業務副市長 縣市政府秘書長

16 我國警察機關內部財務管理，依據中央政府所編財產標準分類規定，非消耗性物品所指為何？

物品單價每件在新臺幣 1 萬元以下且使用年限 2 年以內

物品單價每件在新臺幣 1 萬元以下且使用年限 3 年以內

物品單價每件在新臺幣 2 萬元以下且使用年限 1 年以內

物品單價每件在新臺幣 2 萬元以下且使用年限 2 年以內

17 依據預算法規定，動支第一預備金法定程序，下列何者錯誤？

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轉請中央主計機關備案，始得支用

報請上級主管機關轉監察院核定 由中央主計機關通知審計部及財政部

18 預算法第 5 條有關經費得支用期間與設定、變更或廢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繼續經費，依設定之條件或期限，分期繼續支用

歲定經費，以一會計年度為限

法定經費，依設定之條件，於法律存續期間按年支用

法定經費之設定、變更或廢止，必要時得以政府命令為之



代號：51460
頁次：4－4

19 有關警察機關之預算與經費運用情形，下列何者錯誤？

警察機關的主要歲入來源為罰鍰與行政規費收入

警察機關依法必須將罰鍰與行政規費收入全數繳庫

警察機關將罰鍰與行政規費收入全數繳庫，再由國庫統籌分配，無法直接運用

警察機關經費支出要項是以維持治安之所需，由中央政府編列即可，地方政府無需編列

20 警察法第 16 條當中針對地方警察機關預算之相關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地方警察機關經費，如確屬不足，應直接向行政院申請補助

若有國家戰爭等危急事件導致經費不足時，內政部可直接對外募集款項

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由中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之

地方警察機關之經費預算，若不足時，可經由同級警察機關互相調度

21 政府採購法第 18 條當中招標方式之說明與解釋，下列何者錯誤？

採購之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

政府採購法所稱公開招標，指以公告方式邀請不特定廠商投標

本法所稱限制性招標，指不經公告程序，邀請 2 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 1 家廠商議價

以公告之低價更低價投標之廠商，優先採用之

22 警用裝備保養維護之區分，由警察機械修理廠負責主件修理及不堪用總成之翻修或實施巡迴維修

者，為幾級保養？

一級保養 二級保養 三級保養 四級保養

23 適用政府採購法之採購標的分類，下列何者非屬於該標的？

工程之定作 財務之買受、定製、承租

土地價購或徵收 勞務之委任或僱傭

24 警察機關有關警用武器彈藥管理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各級警察機關發給所屬警察人員槍枝時，應併同發給警槍執照，由使用人隨槍攜帶

警用槍枝一律集中保管。特殊狀況經機關首長核定者，得個別保管，並應列冊備查

配發手槍時，應發給領槍證，槍枝及槍證不得轉借他人。特殊狀況，報備後不在此限

各業務單位配賦之其他武器彈藥，由各業務單位管理及查核

25 依據政府採購法，有關履約爭議調解規則，由主管機關擬定，報請下列何機關核定後發布之？

監察院 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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