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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要領 

壹、前言 
敬愛的讀者，在您開卷之初，誠心建議您深思以下的問題：警察係持有警械並執行法律的專業性公

務人員，工作具有專業性、危險性、辛勞性、高壓力性、緊急性、主動性、機動性、服務性、繁雜

性、引誘性、忠誠性等特徵，並具有責重事繁、干涉取締、冒險犯難、永不間斷、無處不屆、重視

紀律等特質。這份職業是辛苦且需要一些特殊條件，所以，若是不適合，不要為了掙口飯吃，違背

自己的意志，因為這樣要付出人生大代價。這份工作的確有穩定收入與保障，但不會賺大錢，所以，

若是想賺大錢的，建議您不用花時間準備警察考試，而是及早轉行從商或另圖高就，不然事後易生

禍端，讓您後悔莫及。在您想好答案後，不適合的就不用買書，適合的請往下看。 

貳、編書目的 
一、協助金榜題名 

以讀者立場編輯，將歷屆考古題以梅可望先生所著《警察學原理》各章為分類標準，分析各類考

題長年來所占比例為何？質量並重讓讀者以最少時間，獲得相對高分，且以易讀、易懂、易記的

方式編輯。另為求周全、避免疏漏，請考生就有關本科相關書籍廣為閱覽，相信定能取得絕對高

分，進而金榜題名。 

二、結合理論與實務 

針對警察學與警察勤務理論加以闡述，使讀者很快了解警察學與警察勤務的真義，以宏、微觀角

度來看警察學與警察勤務相關課題，在金榜題名後，能在快速變遷的治安環境中，以依法行政、

執法中立、維護公義等專業警察方式，作好治安、交通與服務等三項工作，樹立自己的尊嚴，獲得

人民的敬重。 
三、注重標本兼顧 

從治標面論，為幫助讀者在警察學與警察勤務一科應試取得高分，通過警察與警察勤務三等特考，

取得警察身分，而蒐集國內有關警察學與警察勤務理論與研究成果文獻如書籍、期刊、專論、研

究報告、學位論文、法令規章、報章雜誌評論等，分析歷屆考古題，掌握命題趨勢，以簡淺明確

為方針，整理彙編，提示重點與作題技巧，讓讀者以最少時間研讀，獲得最大效果。 

從治本面論，在讀者取得警察身分後，可供再進修的基礎，及供實務執勤的基本常識，並將警政

未來發展趨勢及當今新興議題均納入，讓研讀者興起精研相關警察學問動機，建立正確的警察觀

念，把警察工作納入民主法治、服務人民、確保社會安寧秩序的正常軌道，使警察工作更有效率、

更受人民歡迎。 

參、應考須知 
一、心態調整 

有心就有力，相信自己既然決定應試，就須盡心盡力準備有動力與動能，以平常心面對考試，不

可患得患失，要堅定意志力、用心、耐心、恆心、決心、信心，如此定能發揮潛能，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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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試類別及出題人員 
警察學列為應考科目之考試類別及出題人員說明如下： 
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研究所： 

碩士班入學及甄試科目，警察學與警察行政。出題題型為 4 題申論題，有關考古題請逕上警大

網站瀏覽。出題人員為警大行政警察學系教師，有關教師名單請逕上警大網站瀏覽。研究所應

考部分非本書編撰主要內容，請有需要的讀者可參考所列本科相關書單，分析警大網站所列研

究所考古題各類主題所占比例。 
警察三等特考： 

行政警察人員（限受過警察專業教育之中央警察大學畢業生及經普考或相當普考之特種考試警

察人員考試及格滿 3 年者。）應考專類科目之警察學，出題題型 95 年前為 80 題測驗題，96 年

至 99 年為 50 題測驗題，100 年應考科目改為警察學與警察勤務，題型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

合式試題，有關考古題請參閱本書附錄二。出題之典試委員名單： 
93 年警政組：駱宜安（中央警察大學副校長）、許春金（臺北大學犯罪研究所教授）、張維敦（中

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94 年警政組：楊秋和（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系教授）、許春金（臺北大學犯罪研究所教授）、

楊士隆（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蔡庭榕（中央警察大學警察外事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94 年以後因考試院認為考試典試委員名單屬內部作業不對外公布，故查無資料。未來出題典試委員

以中央警察大學、臺北大學、中正大學、成功大學、銘傳大學、開南大學、吳鳳技術學院、警察專

科學校等學校與警政研究有關之教師為主。 
三、考試資格 

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研究所碩士班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

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者。 
具有報考大學碩士班之同等學力資格者。 

以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招生簡章規定為準。 
警察三等特考應考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18 歲以上，37 歲以下。 
中央警察大學各系所畢業得有學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中央警察大學以外之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獨立學院以

上學校各所系科畢業得有學士以上學位證書者。 

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警察人員特種考試及格滿 3 年。 
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者。 
有關正確考試訊息，請以考選部公告為準。 

四、考試日期及錄取名額 
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研究所： 

碩士班甄試日期：約每年 3 月間，錄取名額約 8 名，碩士班考試日期：約每年 5 月間，錄取名

額約全時 8 名，半時 2 名計 10 名（有關正確考試訊息，請以中央警察大學公告為準）。 
警察三等特考： 

考試日期：約每年 7 月間，錄取名額以警大生與一般生錄取比例，依以往警大生與一般生考試

錄取比例、訓練比例及警政署每年用人計畫而定。（有關正確考試訊息，請以考選部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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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歷屆試題分析 
本書將「警察學」以梅可望先生所著《警察學原理》一書各章為分類標準，因梅先生此書為警大、

警專教科書，也是國內警察學術著作中的經典之作，從民國 45 年迄今，已風行 54 年，在內容方

面已修訂過四次，本書以修訂四版為主，共分十一章。並蒐集自 88 年至 99 年等 12 年歷屆 840 題

考題，分析各章出題比率如下詳如 12 年考題分析表： 

 

◎88年至 99年計 12年警察學考題分析表 

章別 章名 總題數 出題數 排序 比率 
一 緒論 840 64 8 8% 
二 警察史實 840 80 6 9% 
三 警察權 840 100 4 12% 
四 警察組織 840 104 3 12% 
五 警察人員 840 23 11 3% 
六 警察教育 840 68 7 8% 
七 警察人事管理 840 115 2 14% 
八 警察業務 840 116 1 14% 
九 警察勤務 840 96 5 11% 
十 民主政治與警察 840 49 9 6% 

十一 結論 840 25 10 3% 
第一章緒論，主要介紹警察的意義、分類以及警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關係。12 年出 64 題占

840 題之 8%。 

第二章警察史實，分析警察產生的歷史與背景因素。12 年出 80 題占 840 題之 9%。 
第三章警察權，談警察職權運用原則與相關法令的簡要介紹。12 年出 100 題占 840 題之 12%。 

第四章警察組織，從正式組織的觀點探討警察組織之基本原理。12 年出 104 題占 840 題之 12%。 

第五章警察人員，研究警察人員應該具備各種條件與智能。12 年出 23 題占 840 題之 3%。 
第六章警察教育，介紹各國警察人員培訓制度及我國警察教育制度與理想教育原則。12 年出 68

題占 840 題之 8%。 

第七章警察人事管理，從人員進用到新陳代謝各階段進行系列人事管理作為分析。12 年出 115 題

占 840 題之 14%。 
第八章警察業務，說明處理業務基本原則，針對九種警察業務從學理加以研究。12 年出 116 題占

840 題之 14%。 
第九章警察勤務，指出警察勤務基本原則，分析警察勤務區的劃分以及從規劃、執行到考核等流

程的一般原理。12 年出 96 題占 840 題之 11%。 
第十章民主政治與警察，民主政治中警察應有角色與功能，尤其是行政的人性化與勤務社區化。

12 年出 49 題占 840 題之 6%。 
第十一章結論，二十一世紀的警察，建立優良警察文化，提升警察倫理道德並研發尖端的警察科

技，由歷史進程探究未來警察的發展趨勢，包括組織、教育訓練、人事管理、業務、勤務等以及

警察事業前途。12 年出 25 題占 840 題之 3%。 

 
讀者或許會質疑警察學相關書籍不少，為何要以梅先生所撰為主？經分析歷屆題型為選擇題，而出題

委員要出相關題目，讓人心服口服，其題目及答案須有所本，非僅一方之言，所以不管是那位出題委

員，祗要是想出一份有水準的題目，務必參考梅氏書籍，以避免爭議。 

從歷屆考題分析了解，歷屆出題委員以警察業務出題最多，依序為警察人事管理、警察組織、警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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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勤務、警察史實、警察教育、緒論、民主政治與警察、結論、警察人員。 
統計歷屆考題並分析出題委員出題重點趨勢，隨著時代演進重視的課題緩和的變化。為讓讀者了解以

每三年一期將考題分析如下，3 年、6 年、9 年考題分析表發現考試重點趨勢如下： 
一、最近 3 年考題分析，出題排序以警察權、警察史實、警察業務、警察組織、警察勤務、警察教育、

警察人事管理、民主政治與警察、結論、緒論、警察人員。 
二、最近 6 年考題分析，出題排序以警察人事管理、警察權、警察業務、警察勤務、警察組織、警察

史實、民主政治與警察、警察教育、緒論、結論、警察人員。 
三、最近 9 年考題分析出題排序以警察人事管理、警察權、警察業務、警察勤務、警察組織、警察史

實、警察教育、緒論、民主政治與警察、結論、警察人員。 
四、另綜合 3、6、9、12 年出題排序以警察權、警察人事管理、警察業務、警察組織、警察勤務、警

察史實、警察教育、緒論、民主政治與警察、結論、警察人員。 
97年至 99年計 3年警察學考題分析表 

章別 章名 總題數 出題數 排序 比率 
一 緒論 150 9 10 6% 
二 警察史實 150 18 2 12% 
三 警察權 150 25 1 17% 
四 警察組織 150 16 4 11% 
五 警察人員 150 1 11 1% 
六 警察教育 150 14 6 9% 
七 警察人事管理 150 13 7 9% 
八 警察業務 150 17 3 11% 
九 警察勤務 150 15 5 10% 
十 民主政治與警察 150 12 8 8% 

十一 結論 150 10 9 6% 
94年至 99年計 6年警察學考題分析表 

章別 章名 總題數 出題數 排序 比率 
一 緒論 360 28 7 8% 
二 警察史實 360 34 4 9% 
三 警察權 360 49 1 14% 
四 警察組織 360 34 4 9% 
五 警察人員 360 6 9 2% 
六 警察教育 360 31 6 8% 
七 警察人事管理 360 49 1 14% 
八 警察業務 360 42 2 12% 
九 警察勤務 360 37 3 10% 
十 民主政治與警察 360 33 5 9% 

十一 結論 360 17 8 5% 

 

91年至 99年計 9年警察學考題分析表 

章別 章名 總題數 出題數 排序 比率 
一 緒論 600 46 8 8% 
二 警察史實 600 53 6 9% 
三 警察權 600 82 2 14% 
四 警察組織 600 66 5 11% 
五 警察人員 600 9 11 1% 
六 警察教育 600 49 7 8% 
七 警察人事管理 600 83 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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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警察業務 600 78 3 13% 
九 警察勤務 600 69 4 11% 
十 民主政治與警察 600 45 9 8% 

十一 結論 600 20 10 3% 
以上考題分析只是提供讀者相關出題委員整體統計的趨向，並不代表新的出題委員會以此比率出

題，最保險的方式，還是全面準備。 

肆、研讀要領及準備工作 
一、挑選適合自己的應考書籍 

市面上有關警察學與警察勤務應考的書不多，因三等特考變革祇限受過警察專業教育之中央警察

大學畢業生及經普考或相當普考之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格滿 3 年者。至於那本書最好，猜題

命中率最高？這就有點主觀，其實讀者最好是針對自己的程度選擇符合自己需求的書。沒人敢保

證自己的書是猜題命中率最高的仙書，因為出題是操縱在委員個人的決定。但讀者可到書局或圖

書館將有關書籍瀏覽一遍，視相關的書，何者的章節編排、表解分析、重點提示、考古題解析、

文字敘述等，最適合自己。 
二、訂定符合自己的讀書進度表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想要短時間內精讀並完全理解警察學與警察勤務，是有難度的，故讀者最

好安排足夠的時間，為自己擬訂一份讀書進度表，照表操課，先挑選自己喜歡的課題，逐一完成

並多作練習題，如此定能取得高分，避免臨時抱佛腳。 

三、全面準備，不可投機 

每個人讀書習慣不同，適合甲的，不一定適合乙，編者在此所提的要領，也不是適合每位讀者，

但不變的是，警察學與警察勤務核心的課題。只要讀者配合本書建議，全面準備，不可因歷屆考

題分析，得知每一課題所占比例多寡，而對比例高的課題有所偏好，對於比例低的課題，認為不

會考就不花時間準備。事實上除了出題委員外，無人敢保證那些要考，那些不考？故建議讀者不

要以自己的命運作賭注，應該全心全力準備考試，不要投機，針對有關的課題用心研讀，而歷屆

考題分析，只能當做重點加強的參考。 
四、多作練習題 

警察學與警察勤務列為應考科目之考試類別及出題題型如上述，針對不同題型作答技巧分別說明

如下： 
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研究所： 

碩士班入學及甄試科目，警察學與警察行政。出題題型為 4 題申論題，有關申論題作答技巧說

明如下： 
看清試題類別、科目及注意事項。 
核對准考證與作答試卷編號是否相符。 

妥善分配作答時間，考生扣除 5 分鐘作最後檢查時間，所餘時間平均分配 4 題作答時間，才

不會有遺珠之憾。 
一般考生考申論題常會發生以下現象，就是一看考題就呆住了，原因不外是看不懂題目，另

有種可能就是，看得懂題目而且會作答，但會的內容太多，一時不知該如何表達。這二種現

象的共同點是考生反應慢，考古題及相關練習題作不多，所以說考生一定要練習下筆寫，而

不是在腦中想想就好，因為考試是用寫的不是用想的。 
作答時會的題目優先作答，不會的題目跳過，俟作完會的題目後，再重新針對不會的思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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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給分無倒扣，所以說不論如何也要寫些意見，千萬不可空白，以爭取閱卷委員的給分。 
作答要條理分明，必須先認清題意，然後依照題意構思佈局，把要點分段表明。 
作答要把握重點，針對題目以小題大作、大題大作的原則，充分把握作答時間，千萬不可草

草幾行就結束，時間不到就繳卷。  
警察三等特考： 

行政警察人員應考專類科目之警察學與警察勤務，出題題型 95 年以前為 80 題測驗題，96 年至

99 年為 50 題測驗題，100 年題型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有關申論題作答技巧同上警

察政策研究所題型，另有關測驗題作答技巧說明如下： 
看清試題類別、科目及注意事項。 

核對准考證與作答試卷編號是否相符。 
作答時會的題目優先作答，不會的題目跳過，俟作完會的題目後，再重新針對不會的思考作

答。 

針對不會的題目，以去除法去除選擇項目中有把握不是正確的項目，留下不確定的項目來猜，

如此答對的機率較高。 
作答時間要妥善分配，一定要留部分時間檢查，因無倒扣分數，一定要依編者所示原則來猜，

至於猜中機率為何？則視各位考生之天命。 
五、尋找伙伴 

若能在應考過程中尋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努力研讀並互通有無、互相討論、勉勵，亦不失為

應考良途。 
六、備妥應考各事項 

考前： 

完成報名手續，了解考試時間、場地，準備准考證、相關證明文件、應考文具如筆、尺、墊板、

橡皮擦、修正液。應考科目之自我整理濃縮重點。 
考中： 

遵守試場規則，保持平常心，利用休息時間準備下場考試，不可將時間與同學或其他人討論前

回考試題目或相關事宜，因會浪費時間並影響情緒。 
考後： 

等待收割，金榜題名；若不幸敗北，不要灰心，再接再勵。 

伍、本書特點 
站在巨人的肩膀，看的更高更遠。作者為求完整蒐集最新警察學與警察勤務、警察相關理論與實

務等資料，試著以讀者易懂的語言文字來編撰達到以下特點： 

一、即時更新 
隨著每年特考題目公布，配合新修訂法規重新更正本書。讓每年應考者均能掌握最新資料。 

二、考題分析 
從民國 88 年迄今，按每三年一期，將警察學考題按章別、章名、總題數、出題數、排序、比率分

析，了解考題重點趨勢。 
三、提綱表解 

為使讀者便於記憶，容易理解，以梅可望先生所著警察學原理一書各章為主，以各章、節、標題、

簡列為提綱表解，將博大精深警察學、簡明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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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點突破 
綜合各家學說，去蕪存菁，以特考命題為中心，將重點以清晰符合邏輯表達方式，讓讀者輕易明

白答題關鍵何在，以歸納演譯等方法深入警察學與警察勤務，知道命題趨勢，獲得高分、金榜題

名。 
五、關鍵字句 

由於特考出題型 95 年以前為 80 題測驗題，96 年至 99 年為 50 題測驗題，出題題型均為測驗題，

100 年題型採申論式與測驗式混合式試題。模擬出題委員出題形式將整理的重點在關鍵字句標示

加黑，讓讀者更容易掌握。 
六、模擬考題 

依考題分析了解歷屆特考重點趨勢，將綜合各家重點及歷屆考古題，以出題委員角度來模擬考題

分為申論式考題及測驗式考題放在各章重點突破之後，透過不斷練習答題技巧，使讀者熟悉答題，

取得高分。 
七、試題解析 

本書針對模擬考題及最近 3 年特考考題，有需特別理清觀念，標示法令依據，在該考題下，做試

題解析，使讀者更能深入進而理解，成為本身的智慧。 

八、法規完備 
為求完整避免漏列，將有關警察學與警察勤務最新法規附錄在後，使讀者方便查閱，更能精進自

己實力，能依法行政成為專業警察。 

 
【資料來源：學儒出版社/警察學/艾景/99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