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第一章　緒論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引言

（Ｂ）▲警察學其特色在於發揚：（Ａ）服務（Ｂ）法治（Ｃ）政治（Ｄ）

親民　精神。

【註：警察學其特色在於發揚法治精神。

參梅可望等著，《警察學》，頁1。】

第二節　警察的意義

（Ｃ）▲警察工作中，下列何者被認為是最後訴諸且應慎重使用之手段？（

Ａ）指導（Ｂ）溝通（Ｃ）強制（Ｄ）說服。【96警特三】

【註：強制是警察使用國家權力（統治權）的表現，在若干情況下導

致「處罰」的先聲。也是法律尊嚴的具體化。歐西各國稱警察

人員為執法吏（Law Enforcement Officer），故強制也是警察

不可缺少的手段。然警察工作中，強制被認為是最後訴諸且應

慎重使用之手段。

參梅可望等著，《警察學》，頁11～14。】

（Ｄ）▲警察是依據法令，以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

促進人民福利為任務，並以指導、服務、強制為手段的何種作用？（

Ａ）司法作用（Ｂ）立法作用（Ｃ）監察作用（Ｄ）行政作用。【96
警特三】

【註：我國實質上法定的警察意義：「警察是依據法令，以維持公共

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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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警察歷史

第一節　我國警察歷史

（Ｄ）▲依據史實，下列何者是中國古代類似之秘密警察組織？（Ａ）漢之

執金吾（Ｂ）唐之京兆尹（Ｃ）宋之巡檢司（Ｄ）明之錦衣衛。【

96警特三】

【註：錦衣衛（皇帝的特務機構）：掌直駕、侍衛、巡邏、緝捕等事

，亦有權監督五城兵馬司和其他巡捕軍隊，其性質與今日的刑

事警察頗為相同，又其組織直屬於皇帝而不受監察，故亦具有

秘密警察之性質。】

（Ｃ）▲據學者考證，將近代警察傳入中國並確立警察制度的雛形，約在下

列何朝代？（Ａ）明朝末期（Ｂ）清朝初期（Ｃ）清朝末期（Ｄ）

民國初年。【97警特三】

【註：近代警察約在光緒24年（西元1898年）由日本傳入中國，即日

人川島浪速被聘前來中國協建警察體制，使晚清開始有現代警

政雛形。】

（Ｃ）▲根據學者考證，有關中國現代警察的描述，下列何者不正確？（Ａ

）中國現代警察，始於甲午之後（Ｂ）清光緒24年開始建警（Ｃ）

最早的警察機關為安民公所（Ｄ）源自張之洞、劉坤一、伍廷芳等

大臣之建議。【98警特三】

【註：（Ａ）、（Ｂ）吾國警察學者公認，中國現代警察，始於甲

午之後，北京協巡營及工巡總局之設立。然根據酆裕坤先生

考證，認為中國第一個現代警政機構是光緒24年（西元1898

年）的湖南保衛局；於光緒26年（西元1900年）在各佔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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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警察未來的發展趨勢

第一節　警察發展之過程概述

（Ｂ）▲下述何者正確？（Ａ）英、美、加拿大等國係屬大陸派警察（Ｂ）

早期的德、法、日等國，組織係採一元化形式（Ｃ）早期的德、法

、日等國，組織係採地方分權形式（Ｄ）初期的英、美、加拿大等

國，組織係採一元化形式。

【註：晚近之發展已使大陸派與海洋派互相的學習與整合，故二者之

鴻溝已漸模糊，唯其在哲學或中心思想仍有些許差異：

大陸派 海洋派

組織

一元化形式（ex：早期
之德、法、日），全國

為中央指揮監督之統一

性組織

地 方 分 權 形 式

（ex：初期之英、
美、加拿大）

權力
早期權力範圍大（行政

權、立法權、司法權）
僅行政權

業務

除地方安寧秩序的維護

外，尚含消防、衛生及

執行其他有關行政業務

除維護秩及交通管

理外，均分屬於其

他行政機關

服務取向 執行法令為主 講求警民關係

文官制度 警察軍隊化
與一般公務人員無

異

法律精神 以犯罪事實之發現為主
重視人權，強調證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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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警察組織

第一節　警察組織的基本原則

（Ｂ）▲我國警察組織採用何種形式在民眾中深入生根？（Ａ）增加巡邏密

度（Ｂ）建立義警制度（Ｃ）建立替代役制度（Ｄ）在民眾中布線

。【99警特三】

【註：我國警察組織採用建立義警制度在民眾中深入生根。】

（Ａ）▲現代警察行政組織，以下列何種體制為主？（Ａ）首長制（Ｂ）委

員制（Ｃ）混合制（Ｄ）權變制。【99警特三】

【註：警察組織必須由單一首長指揮，以首長制為主。】

（Ｄ）▲對於組織或警察組織的了解，以下何者正確？（Ａ）從法律學的面

向切入，在此一面向下，主要是關切警察組織的效率與效能（Ｂ）

從政治學的角度研究，主要著重於警察組織設立的合法性以及警察

作為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等問題（Ｃ）從管理學的途徑探究，也就是

討論警察組織對民眾需求的回應性與有責性等問題（Ｄ）可從管理

學、法律學和政治學等面向切入。

【註：關於組織或警察組織的了解，至少有三個觀察角度。第一是從

管理學的面向切入，在此一面向下，主要是關切警察組織的效

率與效能。第二個切入點，則是從法律學的角度研究，主要著

重於警察組織設立的合法性以及警察作為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等

問題。第三個乃是從政治學的途徑探究，也就是討論警察組織

對民眾需求的回應性與有責性等問題。

參梅可望等著，《警察學》，頁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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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警察人員與教育訓練

第一節　警察人員必備的核心能力

（Ｃ）▲現代警察人員體魄的必備條件為：（Ａ）豐富的政治、法律學識（

Ｂ）良好的公共關係（Ｃ）精神的健全與心理的正常（Ｄ）優良的

工作態度。【96警特三】

【註：現代警察人員體魄的必備條件為精神的健全與心理的正常。生

理（形態）正常，心理（精神）就容易健全。因此，現代警察

人員必須在形態（生理）和精神（心理）雙方面都合要求。

參梅可望著，《警察學原理》，頁172。】

（Ｃ）▲警察組織中，身為高階管理者必須對社會脈動資訊有概念，並能協

調整合各方意見動向，因此下列何者為其需具備之主要能力？（Ａ

）人際能力與技術能力（Ｂ）技術能力與知識能力（Ｃ）人際能力

與概念化能力（Ｄ）概念化能力與技術能力。【97警特三】

【註：高階管理人則應在概念化能力或人際技巧上等量齊觀，但技術

性能力則非其主要能力。】

（Ａ）▲所謂核心能力所指為何？（Ａ）乃是指足以勝任職務必須具備的能

力（Ｂ）乃是指警察學識（Ｃ）乃是指警察執法技巧（Ｄ）乃是指

警察品德修養。

【註：所謂核心能力，乃是指足以勝任職務必須具備的能力。

參梅可望等著，《警察學》，頁174。】

（Ｄ）▲何者非屬工作分析的一部分？（Ａ）包含職務內容（工作之活動與

行為）的分析（Ｂ）包含職務系絡（與履行該項職務有關的作業流

程及人際關係）的分析（Ｃ）包含工作條件（所需具備之知能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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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警察人事與行政

第一節　警察人事行政的策略

（Ｄ）▲下列何者並非保障警察人員身體和生活之主要措施？（Ａ）優厚之

撫卹（Ｂ）退休養老金之發給（Ｃ）警察人員之特別福利（Ｄ）終

身官制。【99警特三】

【註：警察人員身體和生活的保障有三種辦法：

撫卹優厚。

退休養老。

特別福利。

參梅可望著，《警察學原理》，頁269～273。】

（Ａ）▲下列何者非警察辦理獎懲之基本原則？（Ａ）從重獎勵、從輕議處

（Ｂ）獎當其功（Ｃ）懲當其過（Ｄ）即獎即懲，重視時效。【99
警特三】

【註：警察人員獎懲公平之原則包括以具體事實為懲處依據、按法定

程序嚴格執行、使受懲罰者有申訴機會。】

（Ｂ）▲警察機關的人事管理工作，必須兼顧哪兩大價值？組織效率上的

價值、組織倫理上的價值、民主法治上的價值、民主行政上

的價值：（Ａ）（Ｂ）（Ｃ）（Ｄ）。

【註：警察機關的人事管理工作，必須兼顧組織效率與民主行政等兩

大價值，就該兩大價值之內涵，分述如下：

組織效率上的價值：警察人事行政，可透過科學的管理方法

與技術，對警察組織中的人與事作合理化與標準化的安排，

使人人有定事，事事有定人，以增進警察組織的效率與效能



137
第七章　警察領導

第七章　警察領導

第一節　領導的概念與警察領導的意涵

（Ｄ）▲對於領導要素的敘述何者正確？（Ａ）領導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或行

為（Ｂ）領導行為是影響力的表現（Ｃ）領導的目的在完成特定的

目標（Ｄ）以上皆是。

【註：領導的定義：「影響別人使其有意願且適當地完成特定目標的

一種過程」，並具有以下幾個要素：

領導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或行為。

領導行為是影響力的表現。

領導的目的在完成特定的目標。

而警察領導的定義是指：警察為有效達成警察任務，完成警

察機關目標，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影響力，使其追隨者具有

高度的工作熱忱與能力，努力完成交付的使命的一種過程。

參梅可望等著，《警察學》，頁295、299～300。】

（Ｂ）▲下列關於權力來源之敘述，何者錯誤？（Ａ）專家的權力指的是具

有專門知識的人，很自然地可影響別人（Ｂ）歸屬的權力是以人們

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結構及授權的程度大小等為基礎（Ｃ）強制

的權力易使人員產生消極、敷衍、缺乏自動及創造的精神（Ｄ）獎

勵和強制的權力可包含於合法的權力中。

【註：權力的來源可分為五種：

獎勵的權力：此種獎勵可以是物質的（獎金或獎品），也可

以是精神的（記功或讚美）。

強制的權力：易使人員產生消極、敷衍、缺乏自動及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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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警察文化與倫理

第一節　文化的界定與內涵

（Ａ）▲「文化」一詞意指「人文化成」，在中國最早出自下列何本著作？

（Ａ）易經（Ｂ）詩經（Ｃ）史記（Ｄ）禮記。

【註：「文化」一詞，在中國最早出自《易經‧賁卦》的〈彖傳〉：

「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

參梅可望等著，《警察學》，頁317。】

（Ｃ）▲下列選項有關文化的界定，何者敘述有誤？（Ａ）文化會隨著時間

的延續發展，形成傳統（Ｂ）文化有生命週期（Ｃ）文化以肯定他

人為中心（Ｄ）文化異於自然。

【註：文化的界定（傅佩榮，民92：359～363）：

文化異於自然：文化是人類心智的產物，如人為的公園內的

水池花圃、林蔭步道等即非單純的自然現象，而是人力改迼

自然的文化成果。

文化可形成傳統：人類文化隨著時間的延續發展，可以累積

、創新、學習、認同，形成傳統。

文化以肯定自己為中心：每個民族對自己的文化都有一個核

心信念，亦即相信自己具有特殊價值。

文化有生命週期：文化有興盛衰亡，如欲長期存續，即須處

於「挑戰與回應」的過程中。

參梅可望等著，《警察學》，頁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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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警察業務與警察功能

第一節　警察業務的概念與基本原則

（Ａ）▲依業務性質區分，下列何者為專業警察？（Ａ）鐵路警察（Ｂ）保

安警察（Ｃ）交通警察（Ｄ）刑事警察。【97警特三】

【註：專業警察在我國現行制度中有保護鐵路的鐵路警察、保護公路

的公路警察、維護公園的公園警察。

參梅可望著，《警察學原理》，頁387。】

（Ｄ）▲有學者用「SARA」代表問題導向警政的內涵。其中「S」指的是

：（Ａ）選擇（Select）：選擇合適目標（Ｂ）搜尋（Search）：

搜尋適當資源（Ｃ）沉默（Silence）：埋首靜默工作（Ｄ）掃描（

Scanning）：掃描社區問題。【98警特三】

【註：「問題導向警政」模式即所謂SARA模式，其包含下列四個階

段：

掃描（Scan）。

分析（Analyze）。

反應（Respond）。

評估（Assess）。】

（Ｂ）▲從規劃的角度來看，警察業務係根據目標，決定工作的內涵，並加

以分工，因此警察業務的規劃層次屬性為何？（Ａ）策略性規劃層

次（Ｂ）功能性規劃層次（Ｃ）操作性規劃層次（Ｄ）指導性規劃

層次。【98警特三】

【註：警察業務是功能性規劃層次，係根據目標，決定工作內涵，並

加以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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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警察權

第一節　警察權的概念

（Ｃ）▲依陳立中先生的論述，司法警察業務規範依法協助偵查犯罪，執行

搜索、扣押、拘提、逮捕之權責的機關、人員為何？（Ａ）檢察機

關與警察人員（Ｂ）檢察機關與檢察官（Ｃ）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

（Ｄ）警察機關與檢察官。【97警特三】

【註：陳立中先生認為：「警察職權是國家基於統治權之立法作用，

除授權主管機關發布警察命令外，賦予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之

職責，對行政實體有行使警察處分、警察強制與違警裁決之警

力，以達成警察任務之行政作用，並協助偵查犯罪，執行搜索

、扣押、拘提、逮捕之輔助刑事、司法作用。」】

（Ｂ）▲下列有關「警察權」及「警察職權」（Police Authority）之敘述何

者正確？（Ａ）警察權專指依據組織法規定分配由形式的警察機關

行使的權力（Ｂ）警察權的行使主體分散在各政府部門（Ｃ）警察

職權泛指國家為維持公共安全與秩序，對人民行使命令強制的權力

（Ｄ）警察權概念是狹義的、實定法的、形式的。【98警特三】

【註：警察權的行使主體分散在各政府部門。國家機關亦可將警察權

委託私人行使，而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

圍內，視為行政機關。】

（Ｂ）▲所謂警察職權（PoliceAuthority），係指：（Ａ）限定在犯罪預防

域（Ｂ）依據組織法規定分配由形式的警察機關行使的權力（Ｃ）

憲法第8條第1項所稱「警察機關」掌理之職權（Ｄ）專指司法警察

職權。【99警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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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警察政策

第一節　相關概念的提出

（Ｄ）▲著名警政學者D. H. Bayley認為社區警政有四個構成要素（CAMP）

，其中「動員」（mobilization）此一要素的工作目標為何？（Ａ）

建立共識並辨識問題（Ｂ）提升員警責任感（Ｃ）解決問題（Ｄ）

增加犯罪預防資源。【98警特三】

【註：M（Mobilization）：動員之意，即動員社區民眾，整合社區資

源，以解決社區治安問題（有關政策執行面中之警察組織外部

的議題）。】

（Ｃ）▲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三聯制的範圍？（Ａ）執行（Ｂ）考核（Ｃ）

研發（Ｄ）計畫。【99警特三】

【註：行政三聯制的思維：

計畫。

執行。

考核。】

（Ｂ）▲提出問題建構、政策預視、政策推介、政策監測及政策評估五個政

策分析程序的學者為何？（Ａ）J. Anderson（Ｂ）W. Dunn（Ｃ）T. 

R. Dye（Ｄ）B. W. Hogwood。

【註：依據Anderson之界定，政策制定過程可以被區分為五個階段：

問題形成（policy formation）。

政策規劃（policy formulation）。

政策合法化（policy adoption）。

政策執行（policy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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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警察勤務的意義

（Ｃ）▲關於我國警察勤務之發展趨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勤務方

式動態化（Ｂ）勤務督導人性化（Ｃ）勤務執行軍事化（Ｄ）勤務

管理效率化。【96警特三】

【註：我國勤務之未來發展圖像：

警察勤務組織要地方化。

警察勤務時間要合理化。

警察勤務執行要社區化。

警察勤務管理要效率化。

警察勤務方式要動態化。

警察勤務督導要人性化。】

（Ｂ）▲警察機關為達成警察任務的具體工作項目，稱之為：（Ａ）警察處

分（Ｂ）警察業務（Ｃ）警察實務（Ｄ）警察職務。【99警特三】

【註：警察勤務是推行警察業務、達成警察任務的手段。警察的四大

任務由於較抽象，經具體化的結果，成為所謂的警察業務。】

（Ａ）▲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35號解釋是因下列何者而起？（Ａ）警察勤

務條例（Ｂ）警察職權行使法（Ｃ）警察人員人事條例（Ｄ）警察

法。【99警特三】

【註：釋字第535號解釋：「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察機關執行勤務之

編組及分工，並對執行勤務得採取之方式加以列舉，已非單純

之組織法，實兼有行為法之性質。依該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

臨檢自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種。臨檢實施之手段：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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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英國何人在歐陸一元化正式警察組織的影響下，創立了公認的「現

代警察」之新警察制度？（Ａ）皮爾爵士（Ｂ）柯古漢（Ｃ）和麥

（Ｄ）亨利兄弟。

【註：英國皮爾爵士（Sir Rober Peel）在1829年之首都警察法案（

Metropolitan Police Act）中，以民眾警察之概念（People’s 

Police），創立了大多數警察研究者所公認為「現代警察」之

新警察制度。

參梅可望等著，《警察學》，頁449。】

（Ｂ）▲依梅可望先生之見解，警察事業發揚光大其關鍵，下列何者正確？

警察工作者有無事業心、警察工作者是否能發展專業分工、

警察工作者能否樹立聲望和地位：（Ａ）（Ｂ）（Ｃ）

（Ｄ）。

【註：警察事業發揚光大其關鍵有二：

警察工作者有無事業心：任何國家的警察事業，其成就決非

偶然。美、英、日等國的警察有今日的成績，乃由於其多數

警察人員旺盛的事業心所致。

警察工作者能否樹立聲望和地位：意即警察人員能否崇高地

完成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應盡的義務。

參梅可望等著，《警察學》，頁451～452。】

（Ｃ）▲下列何者非經國先生所說之警察人員應剷除的「七弊」？（Ａ）不

夠公平欺弱怕強（Ｂ）偷懶（Ｃ）對強權妥協（Ｄ）不夠澈底，虎

頭蛇尾。

【註：關於警察的倫理信條，經國先生曾說：警察人員應剷除「七弊

」，爭取「三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