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年警察各項考訓資訊 
作者：朱源葆 

學歷：警察大學法學碩士、奧克拉

荷馬大學刑事司法管理碩

士、警察大學犯罪學博士 

                 經歷：內政部警政署專員 
                                

壹、前言 

  近年來，由於社會進步快速，政治情境瞬息萬變，95 年的警察

各項考訊，也受到連動制約，遲遲無法定調。惟為落實署長鼓勵同 

仁終身學習之美意，謹將已蒐羅之 95年各項考訓資訊，分享同仁。 

貳、中央警察大學各項考訓資訊 

一、研究所博、碩士班甄試入學： 

(一) 報名日期：95年 2 月 23 日起至 24 日止。 

(二) 考試日期：95年 3 月 20 日至 24 日。 

(三) 招生名額：(1)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班：至多 4 名。(2)行政

警察研究所碩士班至多 8 名。(3)刑事警察研究所碩士班至多 2

名。(4)犯罪防治警察研究所碩士班至多 2 名。(5)交通管理研

究所碩士班至多 2。(6)消防科學研究所碩士班至多 2。(7)水上

警察研究所碩士班海洋法制組至多 3名、海洋科技組至多 4名。

(8)行政管理研究所碩士班至多 3名。(9) 外事警察學系研究所

碩士班外事組至多 2名、國境組至多 2名。 

二、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 

(一)考試日期：暫定 95年 5 月 6 日至 7日。 

(三)招生名額：(1) 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班 14(各組名額未定)。(2) 

鑑識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3 名(各組名額未定)。(3)警察政策研究

所博士班 5名。 

三、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 

(一) 考試日期：暫定 95年 5 月 6 日至 7日。 

(二) 招生名額：(1)警察政策研究所碩士班共 24 名(含全時 14 名、

在職 10 名)。(2)刑事警察研究所碩士班共 16 名(含全時 9名、

在職 7 名)。(3)犯罪防治警察研究所碩士班 16 名(全時 8 名、

在職 8名)。(4)消防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15 名(全時 10 名、在職

5 名。(5)鑑識科學研究所 15 名(全時 9 名、在職 6 名)。(6)資

訊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14 名(全時 8 名、在職 6 名)。(7)法律學



研究所碩士班 15 名(全時 10 名、在職 5名)。(8)交通管理研究

所碩士班 10 名(全時 6 名、在職 4 名)。(9)水上警察研究所碩

士班 15 名(全時 4 名、在職 11 名)。(10)行政管理研究所碩士

班 9 名(全時 5 名、在職 4 名)。(11)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班 17

名(含外事組全時 4名、在職 6名、國境組全時 1名、在職 6名)。

(12)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班共 9名(全時 4名、在職 5名、內含

軍情局保送)。以上名額均未扣除甄試錄取名額。 

四、二技入學考試： 

(一) 考試日期：暫定 95年 7 月 6 日至 7日。 

(二) 招生名額：共 235 名，其中： 

（1）行政警察學系 138 名。 

(2)刑事警察學系 50 名。 

(3)消防學系 20 名。 

(4)交通警察學系 12。 

(5)水上警察學系 15 名。 

五、大學部入學考試： 

(一) 計畫期程：暫定 95年 3 月 27 日發售簡章，4月 10 日至 24

日受理報名，6月 21 日第一階段放榜，7月 19 日第二階段複

試，7月 31 日第二階段放榜，8月 10 日入學。 

(二) 考試方式：採用大考中心之學科能力測驗成績作為初試錄取

成績。 

(三) 招生名額：共 295 名，其中(1)刑事警察學系 30 名。(2)消防

學系 30 名。(3)交通學系交通組 22 名。(4)資訊管理學系 25

名。(5)水上警察學系 10 名。(6)行政警察學系 25 名。(7)公

共安全學系 17 名。(8)犯罪防治學系矯治組 20 名、預防組 16

名。(9)外事警察學系 23 名。(10)國境警察學系 17 名。(11)

行政管理學系 16 名。(12)法律學系 17 名。(13)鑑識科學學系

27 名。以上各系均分定男女名額，原則為 9:1。 

六、警察大學其他各項招生資訊： 

(一) 自 95年起，增設警察政策研究所博士班，並開始辦理招生；

原行政警察研究所碩士班更名為｢警察政策研究所｣碩士班。 

(二) 警監班分上、下期，各甄選 20 人，上半期自 95年 4 月 17 日

至 8月 16 日；下半期自 95年 8 月 28 日至 12 月 27 日。 

(三) 警正班 16 期，95年 6 月招考 50 人。 



(四) 警佐班第 26 期第 2 類組(三等特考或警察升官等考試及格具

專科以上學歷者)招考 150 名，95年 3 月 11 日至 12 日考試；第

1類組招考 120 人，95年 6 月考試；第 3類組招考 30 人，95年

6 月考試。 

(五) 自 95年起，警察大學入學考試之體格檢查標準，原則上參照

考選部所定之警察特考體檢標準修正。 

(六) 現職人員報考研究所及二技之各項風紀考核規定，自 95 年

起，均大幅修正，趨於嚴格，如｢貪瀆違法案件仍在法院審理者，

不得報考｣，請考生應特別注意。 

參、台灣警察專科學校招生資訊 

一、 專科警員班第 25 期正期學生組： 

(一)報名日期：暫定 95年 4 月 11 日至 21 日。 

(二)考試日期：暫定 95年 5 月 29 日。 

(三)招生名額： 

(1)行政警察科 1,000 名。 

(2)消防安全科 350 名。 

二、 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二期進修學生組：因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容

訓量不足，目前仍無招考計畫。 

肆、一般性警察特考 

一、 考試日期：暫定 94年 7 月 1 日至 3日。 

二、 錄取名額： 

(一) 二等考試：暫定 30 名。各類科暫定錄取名額如下：刑識鑑

識人員材料及化學物品鑑析組 8 名、影像處理組 5 名、刑

事物理組 5 名、生物鑑析組 6 名、數位鑑識組 2 人、電子

監察組 2名、犯罪分析組 2名。 

(二) 三等考試：暫定 424 名。各類科暫定錄取名額如下：行政

警察人員 87 名、外事警察人員 21 名、刑事警察人員 34 名、

公共安全人員 25 名、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 30 名、消防警

察人員 100 名、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 19 名、警察資訊管理

人員 30 名、刑事鑑識人員 34 名、國境警察人員 22 名、水

上警察人員 15 名、警察法制人員 6名。 

(1) 四等考試：暫定 2,010 名。各類科錄取名額如下：行政警

察人員 1,150 名、消防警察人員 860 名。 

三、 其他考試資訊： 



(一) 自 96年起，二、三、四等考試全部加考英文，警察類科為｢

警用英文｣、消防類科為｢消防英文｣、海巡類科為｢航海英文

｣。 

(二) 自 95年起，所有類組應考科目之警察法規，一律增考｢警察

職權行使法｣，其他各類科考試科目也都酌修，請考生務必

注意。 

(三) 自 95年起，三等考試增設｢警察行政管理人員類科｣，同時

刪除犯罪防治人員防治組。 

(四) 自 95年起，為提升刑事鑑識水準，二等考試刑事鑑識
人員類科增設影像處理組、刑事物理組、生物鑑析
組、數位鑑識組、電子監察組及各組應試科目與應試

資格。 
(五) 警察特考錄取人員訓練期程問題：自 95年起，為統一訓練

期程，同時區隔警察特考與基層行政警察人員之訓練方式，

警察特考錄取人員之訓練期程，將由原來之 18 個月，修正

為基礎訓練 11 個月，實務訓練 1 個月，合計為 1年。 

伍、基層行政警察人員特考： 

為快速增補警力，滿足各警察機關用人需求，95年擬分二次辦

理基層行政警察人員特考，相關期程謹說明如下： 

(一) 第一次基層行政警察人員特考 

  1、考試日期：95年 4 月 15 日至 16 日。 

  2、錄取人數：1,300 人(含男 1,170 人、女 130 人)。 

(二) 第二次基層行政警察人員特考 

  1、考試日期：暫定 95年 11 月，真正日期仍需協調考選部。 

  2、錄取人數：1,015 人(含男 913 人、女 102 人)。 

(三) 相關考訓資訊 

1、94年基層行政警察人員特考班 1,000 人，95年 2 月 6 日在臺

灣警察專科學校開訓，淘汰率粗估超過 10％。 

2、自 95年起，基層行政警察人員特考專業科目｢刑法概要｣，修

正為｢刑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3、95年基層行政警察人員特考班 1,300 人，暫定 95年 7 月 1

日分別在臺灣警察專科學校(600 人)及保一(700 人)開訓。 

陸、警察升官等考試 

一、 考試日期：95年 10 月 28 日至 29 日。 



二、 錄取人數：以到考人數之三分之一為錄取。 

三、 重要考試資訊：由於現有警察機關警正缺額有限，為避免同

仁參加考試錄取後無缺可派，因此，95 年警佐升警正官等考

試，不辦理警察類科考試，僅辦理消防警察人員類科及水上警

察人員類科升官等考試。惟因警察與消防職系不分，因此，警

察人員跨科報考消防人員升官等考試而錄取者，其證書仍可適

用於警察機關。 

柒、警佐升警正官等訓練 

一、 訓練日期：暫定自 95年 7 月 10 日起至 8月 11 日止。 

二、 訓練時程：5週。 

三、 訓練方式：以 1梯次規劃。 

四、 訓練人數：約 2,000 人，各警察機關分配人數，95年 4 月初

定案。 

五、 訓練地點：(1)中央警察大學。(2)台灣警察專科學校。(3) 保

一總隊。(4)保四總隊。(5)保五總隊。訓練地點規劃，以就近

為原則，意即員警大都不須離鄉背景，可依其服務地點，選擇

訓練地點。 

六、 訓練相關資訊： 

(一)95年度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練，不及格率將提高，

請參訓學員務必努力。 

(二)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練人員，結訓次日，給假一日。 

(三) 95年訓練仍採集中食宿方式管理，因此，訓練成績之計算，

生活管理、團體紀律及活動表現之成績占訓練成績總分之

百分之 20，課程成績占訓練成績總分之百分之 80。 

捌、結論--機會是留給準備人 

為滿足各警察機關用人需求，近幾年的警察考訓動能，將倍勝以

往，請同仁隨時準備，隨時考訓，以取得晉陞資格。凡對警察考訓資

訊、考試資料整備或各項考古題有興趣者，均可免費上警察數位者網

站(police.digitaler.net)查詢，也歡迎同仁提供意見，分享資訊與

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