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臺灣灣警警察察專專科科學學校校專專 3355 期期正正期期組組招招生生考考試試問問題題 QQ  &&  AA  

--相相關關招招生生細細項項內內容容仍仍以以 110055 年年簡簡章章公公告告為為準準  

一、 去(104)年 34期招生考試報名人數、錄取率？ 

答： 

類 別 招生名額 報名人數 錄取率 

甲組男生 

(消防安全科、海洋巡防科) 
320 1150 27.83% 

甲組女生 

(消防安全科、海洋巡防科) 
37 226 16.37% 

乙組男生(行政警察科) 1620 9164 17.68% 

乙組女生(行政警察科) 180 2600 6.92% 

合     計 2157 13140 16.42% 

二、 去(104)年 34 期招生考試正備取名額、錄取分數及備取生遞補

情形如何？ 

答： 

       類別 

科別 

初試合格名額 初試合格分數 備取生遞補情形 

正取 備取 
正    取 

錄取分數 

備    取 

錄取分數 

遞補入學 

最後名次 

甲組男生 

(消防安全

科、海洋巡防

科) 

320 160 323.25 285.5 

複試放榜 

備取第 90名 

(300.5) 

甲組女生 

(消防安全

科、海洋巡防

科) 

37 30 385.75 349 

複試放榜 

備取第 10名 

(370.75) 

乙組男生(行

政警察科) 
1620 382 333.75 321.75 

複試放榜 

備取第 382名 

(321.75) 

乙組女生(行

政警察科) 
180 85 404.25 390.25 

複試放榜 

備取第 54名 

(394.75) 

合     計 2157 657    



三、 問：今(105)年招生考試報名方式如何？ 

答 ： 報 名 方 式 採 網 路 作 業 ， 請 考 生 至 本 校 網 站

(http://www.tpa.edu.tw)查詢。受理報名期間由本校網站

(http：//www.tpa.edu.tw)進入「專 35 期正期組網路報名系

統」報名。 

 

四、 問：今(105)年是否需要購買招生簡章？ 

答：本年度辦理網路報名，不發售紙本簡章。招生簡章公布於本校

網站「招生訊息」網頁，可上網詳細閱讀或下載。於報名期

間，由本校網站「招生訊息」連結進入網路報名系統報名，報

名完成後下載列印報名表、應檢附證件清單、專用劃撥單及報

名專用信封用紙等 4 頁文件，依規定檢附相關資料、至郵局繳

款(947 元)後，以報名專用信封用紙附貼 A4以上信封掛號郵寄

本校（含報名表、應檢附證件清單）完成報名。 

 

五、 問：今(105)年招生考試日程如何？ 

答：考試日程如下： 

(一) 報名日期：105年 3月 21日零時起至 105年 3月 30日 18

時止（請網路報名後以掛號郵寄個別報名資料）。 

(二) 初（筆）試日期：105年 5月 15日在台北及高雄兩地。 

(三) 初試放榜日期：105年 6月 13日。 

(四) 複試日期：105年 7月 4日至 8日。 

(五) 複試放榜日期：105年 7月 26日。 

(六) 註冊入學日期：105年 8月 8日。 

 

六、 問：今(105)年招生考試有何科別？錄取名額多少？ 

答：(一)消防安全科(甲組)男生 135人、女生 15人。 

(二)海洋巡防科(甲組)男生 36人、女生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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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警察科(乙組)男生 1311人、女生 179人。 

(四)刑事警察科(丙組)男生 190人、女生 10人。 

(五)交通管理科(丙組)男生 190人、女生 10人。 

(六)科技偵查科(丙組)男生 190人、女生 10人。 

 

七、 問：報考資格如何規定？ 

    答：年齡 25 歲以下（80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者），高中、高職、五

專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者。大學、二專在學學生可以報考，但

五年制專科學校三、四年級在學學生，不得報考。 

 

八、 問：高中、高職或五專應屆畢業生，在報名時要準備那些資

料？ 

    答：高中、高職、五專應屆畢業生得以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代替（註冊

章五專應蓋至五年級第二學期，高中(職)應蓋至三年級第二學

期）或由學校出具應屆畢業生證明書。大學、二專在學學生或應

屆畢業生，以高中職畢業資格應考者，得以現在就讀學校學生證

影印本代替高中（職）畢業證書。 

 

九、 問：退伍軍人報考加分有何規定？ 

  答： 

(一) 退伍軍人加分依據教育部「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

待辦法」規定辦理，因服役及退伍時間不同，加分額度在 5%至

25%之間(替代役亦享有加分優待)。曾加分優待錄取各校之學

生，無論已否註冊入學，均不得再享受此項加分優待。 



(二) 現役軍人不得報考，惟 105 年 8 月 7 日（含）以前退伍者，請

單位主官證明正本代替退伍令，得暫准予報名，入學時須補驗

退伍令正本；惟報名時未取得退伍令，依教育部訂頒「退伍軍

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待辦法」第 6 條規定，不得享加分

優待。 

 

十、 問：「特殊專長考生」需具備什麼資格？符合特殊專長資格考

生筆試成績如何計算？ 

    答：「本校甄試具特殊專長人員入學辦法」規定，應具備下列入學資

格、條件之一者： 

(一) 具柔道專長：應具柔道二段資格，並於最近二年內曾獲得

全國性以上柔道比賽前三名。 

(二) 具空氣槍射擊專長：於最近二年內曾參加全國性以上射擊

比賽，並為該項目Ａ級選手，經中華民國射擊協會證明。 

(三) 具跆拳道專長者：應具跆拳道二段資格，並於最近二年內

曾獲得全國性以上跆拳道比賽前三名。 

(四) 應經招生考試合格及專長技術測驗，擇優錄取。 

(五) 筆試成績不得低於錄取最低分數百分之八十。 

※報考警察類科(行政.刑事.交通.科技偵查)若符合上述資格

者，均可報名「特殊專長」。若有其他疑問請電洽本校訓導處

教練組 02-22300702。 

 

十一、 問：初試(筆試)考試範圍、科目及計分方式如何？ 

    答： 



(一) 命題範圍依據現行教育部公布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本年

度應屆畢業生適用)所列之主要概念為原則，並依各考科

之測驗目標設計試題，但非以課本內容為限。 

(二) 初試（筆試）考試科目： 

1. 甲組（消防安全科、海洋巡防科）及丙組(刑事警察科、

交通管理科、科技偵查科)：國文（含作文佔 40%）、物

理、化學、數學甲、英文五科。 

2. 乙組（行政警察科）：國文（含作文佔 40%）、中外歷

史、中外地理、數學乙、英文五科。 

(三) 計分方式： 

1. 甲、丙組：國文加百分之 50 計分，以 150 分為滿分；物

理、化學兩科各加百分之 25 計分，各以 125 分為滿分，

其餘各科以 100分為滿分。 

2. 乙組：國文、英文各加百分之 50 計分，以 150 分為滿

分，其餘各科以 100分為滿分。 

3. 各科（國文作文部分除外）均採電腦閱卷選擇題，區分為

單選題、多重選擇題兩類。單選題未作答者不給分，答錯

者不倒扣。多重選擇題每題五個選項各自獨立其中至少有

一個選項是正確的，每題皆不倒扣，五個選項全部答對得

該題全部分數，只錯一個選項可得一半分數，錯兩個或兩

個以上選項不給分。 

 

十二、 問：初試(筆試)合格標準為何？ 

答： 



(一) 考生按筆試各組成績總分高低順序擇優參加複試，如有總

分相同者，以國文較高者優先；國文再同分者，甲、丙組

依序以物理、化學、數學、英文較高分者優先；乙組依序

以中外歷史、中外地理、數學、英文較高者為優先。 

(二) 甲、丙組：筆試科目有一科零分者，或國文加權計分後未

達 60 分以上者，或物理、化學分數加權計分後未達低標準

者，均不予錄取。（低標準係：依該科分數高低，後百分

之 50者之平均分數計算，但零分者不計） 

(三) 乙組：筆試科目有一科零分者，或國文加權計分後未達 60

分以上者，均不予錄取。 

 

十三、 問：甲組、乙組、丙組有何不同？報考時如何選擇？ 

答： 

(一)甲組招收消防安全科、海洋巡防科學生，畢業後消防安全

科視缺分發各縣市消防局、海洋巡防科分發海巡署海洋巡

防總局所屬單位擔任第一線外勤工作。 

(二)乙、丙組招收警察類科學生，畢業後分發各縣市警察局或

其他警察機關擔任第一線外勤工作。 

(三)報考時除依據高中所學選擇組別外，亦可依據興趣，擇一

組別報考(各組不得互跨選擇志願-請參考簡章規定)。 

 

十四、 問：複試體格檢查規定如何？ 

答：初試（筆試）放榜後，達到初試（筆試）合格標準者，本校會寄

發複試通知單及複試體格檢查表，請考生至指定醫院辦理體檢，



檢查項目（標準）不合格情形如下： 

(一) 四肢： 

1. 單手拇指、食指或其他三手指中有二手指以上缺失或不能

伸曲張握自如者。 

2. 手臂不能伸曲自如或兩手伸臂不能環繞正常者。 

3. 雙下肢不能蹲下起立或原地起跳不能自如者。 

(二) 身高：男性未達 165.0 公分。女性未達 160.0 公分。原住

民男性未達 163.0公分。原住民女性未達 158.0公分。 

(三) 身體質量指數（BMI）：男性質量指數未達 18.0 或超過

28.0，女性質量指數未達 17.0 或超過 26.0。※身體質量

指數計算公式【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平方。例

如 175公分,70公斤, BMI 值為 70/1.75×1.75為 22.9】 

(四) 視力：各眼祼視（不戴眼鏡）未達 0.2 以上者。但矯正視

力達 1.0 以上者不在此限。 

(五) 血壓：收縮壓超過 140 毫米水銀柱或舒張壓超過 90 毫米

水銀柱。 

(六) 辨色力異常(色盲、色弱)者。 

※戴矯正片檢查辨色力者，以不合格論。 

(七) 聽力：耳聾或重聽者。 

※聽力(音叉)檢查不正常者，請以純音聽力檢查確認，複

試時一併繳驗檢查報告，如未矯正之優耳(較好耳)聽力閾

值超過 55分貝為體檢不合格。 

(八) 心血管：先天性心臟病及心血管疾病、心臟瓣膜疾病、動

靜脈疾病。 



※指定醫院聽診檢查如有心臟雜音、心律不整者，請進一

步做心臟超音波檢查或 24 小時心電圖確認，並請醫師判定

有無上述心血管疾病，複試時應繳交檢查報告及診斷證明

書，本校依檢查結果審查，如有上述任一心血管之疾病為

體檢不合格(詳細內容請參考簡章規定)。 

(九) 肺部及胸部Ｘ光檢查：胸部 X 光檢查異常，肺部結核經痰

塗片呈陽性反應者；惟已治療至無傳染之虞者，准予入校

接受訓練。入校後如需接受後續療程方能痊癒者，則依本

校專科警員班學則辦理。 

(十) 肝功能檢查（GOT、GPT）：肝功能指數超過正常值兩倍以

上者。※肝功能檢查（GOT、GPT）報告，須請醫院註記正

常範圍。 

(十一) 其他： 

1. 其他重症疾病，無法治癒，致不堪接受教育訓練者。 

2. 患有精神疾病，經教學醫院精神科專科醫師證明患有精神

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致不堪接受教育訓練者；惟經教學

醫院精神科專科醫師證明，目前病情穩定者除外。 

3. 癲癇者；惟經教學醫院精神科專科醫師、神經內科或外科

專科醫師證明，目前病情穩定者除外。 

4. 患有法定傳染病，因公共防治需求，需隔離治療者。 

5. 有幫派、色情等不雅之紋身或刺青者。但已清除者，或原

住民基於傳統禮俗及現役、退除役軍人基於忠貞象徵而有

紋身或刺青之圖騰者，不在此限。 

※若有其他疑問請電洽本校醫務室(02)22308272。 



十五、 問：複試體能測驗及口試標準為何？ 

答： 

（一）體能測驗：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不合格： 

（1） 負重：男生負重 40 公斤連續行走未達 20 公尺，女生

負重 30公斤連續行走未達 20公尺。 

（2） 立定跳遠：男生不及 190 公分，女生不及 130 公分。 

(二) 口試標準：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不合格： 

（1） 常識貧乏或對警察、消防專業觀念偏差者。 

（2） 口吃或口齒不清者。 

（3） 反應遲鈍或其他不適宜從事警政工作者。 

      ※若有其他疑問請電洽本校訓導處教練組 02-22300702 或 

        訓育組 02－22300763。 

 

十六、 問：各組該如何分科錄取？ 

答： 

(一) 考生僅能依消防海巡類、警察類 2個類組選擇其中一類報 

考，不得同時報考兩類組。 

(二) 選擇類組後，再就組別、科別進行志願排序，不得跨類 

    組、跨組別選擇。如選考消防海巡類甲組，僅能選擇消防 

    安全科及海洋巡防科 2個志願排序，不得跨選警察類乙組 

    行政警察科或丙組的刑事、交通或科技偵查科。反之，如 

    選考警察類，丙組僅能選擇刑事、交通或科技偵查科 3個 

    志願排序，不得跨選乙組行政警察科或消防安全科及海洋 

    巡防科；如選考警察類乙組，僅有行政警察科（乙）1個志 



    願，均不得跨選其他組別。 

(三) 甲、丙組考生成績除按其筆試成績總分高低順序錄取外， 

    尚依考生所選類組之科別志願順序擇優錄取。如第一志願 

    科別未錄取，而符合第二（或第三）志願正取者，則依第 

    二（或第三）志願錄取。甲、丙組正取生入學後遇有缺額 

    時，得依成績順序申請改以較高志願科別遞補（不得跨類 

    組、跨組別），經遞補後不得再行變更，其所遺缺額，再 

    依成績順序遞補。 

(四) 海洋巡防科分為輪機、航海兩組，錄取男生 36 名、女生 4

名，合計 40 名。分為輪機組 20 名(男生 18 名、女生 2

名)、航海組 20 名(男生 18 名、女生 2 名)。分組作業時

間，將俟學生入學及不足缺額遞補額滿確定後，再依初試

(筆試)成績高低，以公正、公開方式辦理。 

 

十七、 問：畢業後參加警察特考相關規定及通過率如何? 

答：本校畢業生必須參加警察特考，通過後才能分發任職。自

100 年起，該項考試採雙軌制，本校畢業生參加內軌之四等警察

人員特考。100 年改制後，應屆畢業生通過率達九成。依據招生

簡章規定，畢業生須於畢業後 3 年內(專 35 期為 110 年 6 月 30

日前)，參加警察特考及格分發任職，未通過者應賠償在學期間

全部費用及冊報回役(專 31 期在校教育費用總額為 40 萬 2,680

元，僅供參考，實際賠償金額應依學生本人在學期間實際享用

公費金額為準)。 



十八、 問：畢業生出路如何？畢業後是否即分發警察、消防及海巡

機關工作？ 

    答：本校學生在校修業期間，享公費及生活津貼，畢業後經特考及

格，警察類科由內政部警政署分發；消防安全科由內政部消防署

視缺分發；海洋巡防科由行政院海洋巡防署分發，男、女生一律

分發第一線基層外勤工作，任職後每月薪資約五萬元。但服務未

滿四年，或畢業後未能在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以前特考及格分

發任職，必須賠償在學公費及生活津貼。 

 

十九、 問：還有其他不清楚之處，要如何詢問？ 

答：招生考試相關訊息，隨時公布於本校網站「招生訊息」，有

關疑問請洽專線電話： 

(一) 考場查詢－訓導處訓育組。（02－22300763） 

(二) 體能測驗－訓導處教練組。（02－22300702） 

(三) 體格檢查－醫務室。（02－22308272） 

(四) 身家調查－訓導處輔導組。（02－22393717） 

(五) 口試－訓導處訓育組。（02－22300763） 

(六) 招生電話專線為（02）22396161、（02）223963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