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場別 人數 准考證起訖號碼 樓別 監場主任 監場員

預備試場 親民樓1樓

第10001試場 45 100001~100045 樹人樓2樓

第10002試場 45 100046~100090 樹人樓2樓

第10003試場 45 100091~100135 樹人樓2樓

第10004試場 45 100136~100180 樹人樓2樓

第10005試場 45 100181~100225 樹人樓2樓

第10006試場 45 100226~100270 樹人樓2樓

第10007試場 45 100271~100315 樹人樓3樓

第10008試場 45 100316~100360 樹人樓3樓

第10009試場 45 100361~100405 樹人樓3樓

第10010試場 45 100406~100450 樹人樓3樓

第10011試場 45 100451~100495 樹人樓3樓

第10012試場 45 100496~100540 樹人樓4樓

第10013試場 45 100541~100585 樹人樓4樓

第10014試場 45 100586~100630 樹人樓4樓

第10015試場 45 100631~100675 樹人樓4樓

第10016試場 46 100676~100721 樹人樓4樓

第10017試場 46 100722~100767 樹人樓5樓

第10018試場 46 100768~100813 樹人樓5樓

第10019試場 46 100814~100859 樹人樓5樓

試場別 人數 准考證起訖號碼 樓別 監場主任 監場員

第20001試場 54 200001~200054 親民樓2樓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39期正期組新生入學考試試場分配表

臺 北 考 區 【 臺 灣 警 察 專 科 學 校 】 考 場

甲組男性未役

自第10001試場至第10019試場，合計19試場，應考人數859人

甲組男性已役

第20001試場，合計1試場，應考人數54人



試場別 人數 准考證起訖號碼 樓別 監場主任 監場員

第30001試場 45 300001~300045 日新樓1樓

第30002試場 45 300046~300090 日新樓1樓

第30003試場 45 300091~300135 日新樓2樓

第30004試場 46 300136~300181 日新樓2樓

試場別 人數 准考證起訖號碼 樓別 監場主任 監場員

第50001試場 46 500001~500046 日新樓2樓

第50002試場 47 500047~500093 日新樓3樓

第50003試場 47 500094~500140 日新樓3樓

試場別 人數 准考證起訖號碼 樓別 監場主任 監場員

第60001試場 45 600001~600045 經國樓1樓

第60002試場 45 600046~600090 經國樓1樓

第60003試場 45 600091~600135 經國樓1樓

第60004試場 45 600136~600180 經國樓1樓

第60005試場 45 600181~600225 經國樓2樓

第60006試場 45 600226~600270 經國樓2樓

第60007試場 45 600271~600315 經國樓2樓

第60008試場 45 600316~600360 經國樓2樓

第60009試場 45 600361~600405 經國樓3樓

第60010試場 45 600406~600450 經國樓3樓

第60011試場 45 600451~600495 經國樓3樓

第60012試場 45 600496~600540 經國樓3樓

第60013試場 45 600541~600585 經國樓4樓

第60014試場 45 600586~600630 經國樓4樓

第60015試場 44 600631~600674 經國樓4樓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39期正期組新生入學考試試場分配表

臺 北 考 區 【 臺 灣 警 察 專 科 學 校 】 考 場
甲組女性

自第30001試場至第30004試場，合計4試場，應考人數181人

乙組男性已役

自第50001試場至第50003試場，合計3試場，應考人數140人

乙組女性

自第60001試場至第60015試場，合計15試場，應考人數674人



試場別 人數 准考證起訖號碼 樓別 監場主任 監場員

預備試場 國家考場1樓

第40001試場 40 400001~400040 國家考場2樓

第40002試場 40 400041~400080 國家考場2樓

第40003試場 40 400081~400120 國家考場2樓

第40004試場 40 400121~400160 國家考場2樓

第40005試場 40 400161~400200 國家考場2樓

第40006試場 40 400201~400240 國家考場2樓

第40007試場 40 400241~400280 國家考場2樓

第40008試場 40 400281~400320 國家考場2樓

第40009試場 40 400321~400360 國家考場2樓

第40010試場 40 400361~400400 國家考場2樓

第40011試場 40 400401~400440 國家考場2樓

第40012試場 40 400441~400480 國家考場2樓

第40013試場 40 400481~400520 國家考場3樓

第40014試場 40 400521~400560 國家考場3樓

第40015試場 40 400561~400600 國家考場3樓

第40016試場 40 400601~400640 國家考場3樓

第40017試場 40 400641~400680 國家考場3樓

第40018試場 40 400681~400720 國家考場3樓

第40019試場 40 400721~400760 國家考場3樓

第40020試場 40 400761~400800 國家考場3樓

第40021試場 40 400801~400840 國家考場3樓

第40022試場 40 400841~400880 國家考場3樓

第40023試場 40 400881~400920 國家考場3樓

第40024試場 40 400921~400960 國家考場3樓

第40025試場 40 400961~401000 國家考場4樓

第40026試場 40 401001~401040 國家考場4樓

第40027試場 40 401041~401080 國家考場4樓

第40028試場 40 401081~401120 國家考場4樓

第40029試場 40 401121~401160 國家考場4樓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39期正期組新生入學考試試場分配表

臺 北 考 區 【 考 選 部 國 家 考 場 】 考 場

乙組男性未役

自第40001試場至第40045試場，合計45試場，應考人數1793人



試場別 人數 准考證起訖號碼 樓別 監場主任 監場員

第40030試場 40 401161~401200 國家考場4樓

第40031試場 40 401201~401240 國家考場4樓

第40032試場 40 401241~401280 國家考場4樓

第40033試場 40 401281~401320 國家考場4樓

第40034試場 40 401321~401360 國家考場4樓

第40035試場 40 401361~401400 國家考場5樓

第40036試場 40 401401~401440 國家考場5樓

第40037試場 40 401441~401480 國家考場5樓

第40038試場 40 401481~401520 國家考場5樓

第40039試場 40 401521~401560 國家考場5樓

第40040試場 40 401561~401600 國家考場5樓

第40041試場 40 401601~401640 國家考場5樓

第40042試場 40 401641~401680 國家考場5樓

第40043試場 40 401681~401720 國家考場5樓

第40044試場 40 401721~401760 國家考場5樓

第40045試場 33 401761~401793 國家考場5樓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39期正期組新生入學考試試場分配表

臺 北 考 區 【 考 選 部 國 家 考 場 】 考 場



試場別 人數 准考證起訖號碼 樓別 監場主任 監場員

預備試場 前棟大樓2樓

第12001試場 35 120001~120035 前棟大樓2樓

第12002試場 35 120036~120070 前棟大樓2樓

第12003試場 35 120071~120105 後棟大樓2樓

第12004試場 35 120106~120140 後棟大樓3樓

第12005試場 35 120141~120175 後棟大樓3樓

第12006試場 35 120176~120210 後棟大樓3樓

第12007試場 35 120211~120245 後棟大樓3樓

第12008試場 35 120246~120280 後棟大樓3樓

第12009試場 35 120281~120315 後棟大樓3樓

第12010試場 35 120316~120350 後棟大樓4樓

第12011試場 35 120351~120385 後棟大樓4樓

第12012試場 35 120386~120420 後棟大樓4樓

第12013試場 35 120421~120455 後棟大樓4樓

第12014試場 35 120456~120490 後棟大樓4樓

第12015試場 35 120491~120525 後棟大樓4樓

第12016試場 35 120526~120560 後棟大樓4樓

第12017試場 35 120561~120595 後棟大樓4樓

第12018試場 35 120596~120630 後棟大樓5樓

第12019試場 35 120631~120665 後棟大樓5樓

第12020試場 35 120666~120700 後棟大樓5樓

第12021試場 35 120701~120735 後棟大樓5樓

第12022試場 35 120736~120770 後棟大樓5樓

第12023試場 35 120771~120805 後棟大樓5樓

第12024試場 35 120806~120840 後棟大樓5樓

第12025試場 35 120841~120875 後棟大樓5樓

試場別 人數 准考證起訖號碼 樓別 監場主任 監場員

第22001試場 39 220001~220039 後棟大樓2樓

甲組男性未役
自第12001試場至第12025試場，合計25試場，應考人數875人

甲組男性已役
第22001試場，合計1試場，應考人數39人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39期正期組新生入學考試試場分配表

高 雄 考 區 【 中 正 高 中 】 考 場



試場別 人數 准考證起訖號碼 樓別 監場主任 監場員

第32001試場 36 320001~320036 後棟大樓2樓

第32002試場 36 320037~320072 後棟大樓2樓

第32003試場 36 320073~320108 後棟大樓2樓

第32004試場 36 320109~320144 後棟大樓2樓

第32005試場 36 320145~320180 後棟大樓2樓

第32006試場 37 320181~320217 後棟大樓2樓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39期正期組新生入學考試試場分配表

高 雄 考 區 【 中 正 高 中 】 考 場

甲組女性
自第32001試場至第32006試場，合計6試場，應考人數217人



試場別 人數 准考證起訖號碼 樓別 監場主任 監場員
預備試場 孟丹大樓2樓
第42001試場 35 420001~420035 孟丹大樓3樓

第42002試場 35 420036~420070 孟丹大樓3樓

第42003試場 35 420071~420105 孟丹大樓4樓

第42004試場 35 420106~420140 孟丹大樓4樓

第42005試場 35 420141~420175 孟丹大樓5樓

第42006試場 35 420176~420210 孟丹大樓5樓

第42007試場 35 420211~420245 孟丹大樓6樓

第42008試場 35 420246~420280 孟丹大樓6樓

第42009試場 35 420281~420315 孟丹大樓7樓

第42010試場 35 420316~420350 孟丹大樓7樓

第42011試場 35 420351~420385 孟丹大樓7樓

第42012試場 35 420386~420420 孟丹大樓8樓

第42013試場 35 420421~420455 孟丹大樓8樓

第42014試場 35 420456~420490 孟丹大樓8樓

第42015試場 35 420491~420525 教學大樓4樓

第42016試場 35 420526~420560 教學大樓4樓

第42017試場 35 420561~420595 教學大樓4樓

第42018試場 35 420596~420630 教學大樓4樓

第42019試場 35 420631~420665 教學大樓5樓

第42020試場 35 420666~420700 教學大樓5樓

第42021試場 35 420701~420735 教學大樓5樓

第42022試場 35 420736~420770 教學大樓5樓

第42023試場 35 420771~420805 教學大樓6樓

第42024試場 35 420806~420840 教學大樓6樓

第42025試場 35 420841~420875 教學大樓6樓

第42026試場 35 420876~420910 教學大樓6樓

第42027試場 35 420911~420945 教學大樓7樓

第42028試場 35 420946~420980 教學大樓7樓

第42029試場 35 420981~421015 教學大樓7樓

第42030試場 35 421016~421050 教學大樓7樓

乙組男性未役
自第42001試場至第42042試場，合計42試場，應考人數1475人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39期正期組新生入學考試試場分配表

高 雄 考 區 【 三 信 家 商 】 考 場



試場別 人數 准考證起訖號碼 樓別 監場主任 監場員
第42031試場 35 421051~421085 教學大樓8樓

第42032試場 35 421086~421120 教學大樓8樓

第42033試場 35 421121~421155 教學大樓8樓

第42034試場 35 421156~421190 教學大樓8樓

第42035試場 35 421191~421225 瓊瑤大樓2樓

第42036試場 35 421226~421260 瓊瑤大樓2樓

第42037試場 35 421261~421295 瓊瑤大樓2樓

第42038試場 36 421296~421331 瓊瑤大樓2樓

第42039試場 36 421332~421367 瓊瑤大樓2樓

第42040試場 36 421368~421403 瓊瑤大樓2樓

第42041試場 36 421404~421439 瓊瑤大樓2樓

第42042試場 36 421440~421475 瓊瑤大樓2樓

試場別 人數 准考證起訖號碼 樓別 監場主任 監場員
第52001試場 35 520001~520035 瓊瑤大樓2樓

第52002試場 35 520036~520070 瓊瑤大樓3樓

第52003試場 30 520071~520100 瓊瑤大樓3樓

試場別 人數 准考證起訖號碼 樓別 監場主任 監場員
第62001試場 40 620001~620040 瓊瑤大樓3樓

第62002試場 40 620041~620080 瓊瑤大樓3樓

第62003試場 40 620081~620120 瓊瑤大樓3樓

第62004試場 40 620121~620160 瓊瑤大樓3樓

第62005試場 40 620161~620200 瓊瑤大樓3樓

第62006試場 40 620201~620240 瓊瑤大樓3樓

第62007試場 40 620241~620280 瓊瑤大樓3樓

第62008試場 40 620281~620320 瓊瑤大樓3樓

第62009試場 40 620321~620360 家科大樓2樓

第62010試場 40 620361~620400 家科大樓2樓

第62011試場 40 620401~620440 家科大樓3樓

第62012試場 40 620441~620480 家科大樓3樓

第62013試場 40 620481~620520 家科大樓3樓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39期正期組新生入學考試試場分配表

高 雄 考 區 【 三 信 家 商 】 考 場

乙組女性
自第62001試場至第62013試場，合計13試場，應考人數520人

乙組男性已役
自第52001試場至第52003試場，合計3試場，應考人數1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