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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官學校（中央警察大學前身）

於 1936 年 9 月 1 日在大陸南京馬群鎮正式成

立，抗戰伊始，遷校重慶，後輾轉遷校台北

市廣州街。由於辦學成就 ( 無論是畢業校友成

就或警學研究 ) 深受國內外重視，擴展迅速，

致教職員生大幅成長，加上現代化教育設備之

逐步添置，廣州街舊校址不敷使用。再者，

鑑於廣州街校址計畫改設龍山國中、愛國東

路分部計劃興建中正紀念堂種種因素，警大

遂籌劃遷建桃園龜山校區現址。

桃園龜山校區 1976 年 10 月 31 日動土，

期程 1 年，於 1977 年 10 月 31 日落成（圖

1），落成典禮合併 41 週年校慶典禮舉行，由

時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先生親臨主持。1995

年 12 月 20 日本校更名為中央警察大學，時

任總統的李登輝先生蒞臨主持 1996 年 3 月 10

日中央警察大學更名的慶祝典禮。警大桃園龜

山校區在歷任校長及師生的努力下，除軟硬

體的提昇與擴增外，更增設 2 學院與多個系

所。40 年來無論在學術發展或為國家培養治

安幹部均有巨大的貢獻，諸多校友在司法、外

交、金融、交通、醫療等領域均有卓越貢獻。

◎圖書館暨世界警察博物館館長／翁萃芳

遷校 40 週年回顧展示區

圖 1　本校從台北市廣州街舊址遷至桃園市龜山區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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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2017）年適逢中央警察大學建校 81

週年暨遷至桃園龜山校區 40 週年，為緬懷遷

校歷史，也讓後期學生銘記與感念前人篳路

藍縷，以啟山林所做的貢獻，特別策劃「遷

校 40 週年回顧展」。本案初步構想於 2017 年

3 月報請中央警察大學刁建生校長同意與指導

後，開始籌備規劃與持續收集資料，期間感

謝刁校長的全力支持（圖 2），科驗室、總務

處、學務處、秘書室與學生總隊等相關單位

的協助，歷經 7 個月的努力，全新的遷校 40

週年回顧展示區得以在本校 81 週年校慶開幕

（圖 3、圖 4），期能砥礪警大學生凜於職責承

先啟後、繼往開來，並開創新局。開幕時刁

校長期許警界後輩當思建（遷）校不易，警

大校友當發奮圖強，用心用力，發揚母校精

神，再締新猷，以不負前人的擘畫創校的苦

心孤詣。

警大遷校 40 週年回顧展，策展內容以

圖 2　刁校長開幕前視察展區

圖 3　刁校長於「遷校 40 週年回顧展」開幕典禮致詞 圖 4　籌辦展示區的圖書館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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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與「事蹟」為主軸，敘述了從 1977

年由台北校區遷至桃園現址迄今的發展歷程，

俾利參觀者了解中央警察大學 40 年來傳承與

創新的足跡。策展內容包括：( 一 ) 展示區主

題牆；( 二 ) 校區發展；( 三 ) 大事紀；（四）

實物佈展。（圖 5 - 圖 8）

圖 5　展示區一隅

圖 6　展示區一隅 圖 7　展示區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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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區主題牆

一進展示區，即可看到主題牆，為警大

校區現況的鳥瞰圖，係本校第 1 張 150m 高的

校景全貌空拍圖（同圖 5），與 40 年前的校區

鳥瞰圖（圖 9）相較之下，可看出 40 年來校

園建築物與校園的蓬勃發展。

圖 8　展示區一隅

圖 9　40 年前的校區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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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發展

校區發展的照片以學校陸續興建之建築

物落成啟用時間序為主軸，呈現 40 年來校區

規模擴大與校園發展狀況。陳列方式均含括

該建築物原址風貌、動土典禮與揭幕啟用典

禮 ( 或建築物現況 )，並輔以「中警半月刊」

與「警大雙月刊」的相關報導做為文獻說明。

囿於世界警察博物館原有的場地結構，

校區發展部分分為二個區間：

一、 「提昇優質警察幹部教育中程計

畫」之三大工程（圖 10）

為搭配主題牆，第一區間展示板呈現近

幾年也是遷校以來警大規模最大、經費最多

的三大工程建設的相關照片與說明。總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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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年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期別 年度 執行時間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1 100 100.01-100.12
專案管理作業
規劃設計監造
招標作業

3,900,000

2 101 101.01-101.12
規劃設計

工程發包招標
7,025,000

3 102 102.01-102.12 工程施工 204,149,462

4 103 103.01-103.12
工程施工

使用執照取得
完工驗收結案

192,044,538

肆、預期目標及效益
一、提高實彈射擊容訓量、教學質量及訓練安全：

（一）設置實彈射擊基礎靶場及應用靶場各20靶位，以增加靶場實彈射擊容訓量。

（二）實施三向度射擊、標靶（射擊者）移動射擊、顯隱射擊、夜間射擊、快速反應射擊及

步槍實彈射擊訓練等課程，以應未來執勤實需。

（三）重視抽送風系統、空調系統、隔音防爆及抗彈阻彈設施之規劃設計，以確保訓練安

全。

二、 厚植警察人員各種勤務狀況判斷處理與應變能力，強化警察人員各種攻堅執勤能力與

安全觀念：

（一）設置各種「警察執勤模擬場景」，諸如公車、銀行、超商、住家、街景等場景，各場

景內設置擊中倒靶靶機，作為各種執勤狀況彩彈射擊訓練場地，強化警察攻堅執勤戰術、戰技之

運用能力，以落實射擊課程實用化之教學目標。

（二）運用警察執勤應用情境模擬射擊訓練系統，模擬各種警察勤務可能遭遇之情境，訓練

學生對於各種狀況判斷之處理及應變能力，以提昇執勤安全。

三、 槍彈管理符合安全標準：設置符合安全標準之儲存室，強化槍械之保管安全，落實

槍、彈應分流管理之規定；另設置槍、彈展覽室，提供教學研究使用。

四、 提昇競技射擊成績：設置符合國際競賽標準之空氣槍訓練場，以培養優秀選手，為國

為校爭取佳績。

伍、結語
本案已完成先期規劃作業，並函商營建署協助全程專業代辦採購工作，民國100年至103年

將依預算核撥情形，以賡續辦理相關工作執行及進度管控事宜。未來，「綜合射擊大樓」仍須前

瞻規劃射擊訓練場館及設備需求，並以「膽識自信」、「正確合法」、「安全實用」教學原則為

綱，嚴格要求並落實執行射擊教育訓練內容，方能確實達成前揭預期目標及效益，期使訓練與實

務接軌，安全遂行警察工作。

13

八、屋頂層：戶外垂降應用訓練區、緊急發電機房、油料室及空調設備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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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圖2

偵查與鑑識大樓

2016.04
落成

偵查與鑑識大樓宿舍大樓 射擊舘

原為籃球館與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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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實驗室／徐俊文

警察科技本身即為一門「問題導向」的科學，面對目前新興的高科技犯

罪，警察也必須不斷提昇研究科技能量，方能破解各類型新興的科技犯罪、

嚇止犯罪，以保障人民的身家與財產安全。

本校係國內唯一培養執法幹部的專業大學，科學館於民國64年開始興

建，當時警察科技應用方面僅限於指紋、驗槍、文書、攝影等少數教學教

室，幾乎無精密儀器室與研究實驗室之規劃，亦無預測到科技發展一日千

里。民國78年之後，鑑識科學學系、資訊警察學系、水上警察學系（所）

陸續成立，教師與研究生陣容逐年增加，研究空間與精密儀器實驗室之需求

日益擴大，有關警察科技之顯現、採證、儀器分析等方法，發展神速皆不可

同日而語。本校老舊的科學館水電系統，也因此逐年翻修及強化其結構之支

撐，但已影響到目前相關科學儀器之運轉及實驗室之正常運作。

有鑑於此，在校長及各級長官的極力努力下，完成本校前瞻性之「提升

優質警察幹部教育中程計畫」，並於98年5月31日經行政院審議通過，本項

子計畫―「偵查與鑑識科技大樓中程個案計畫」得以順利進行（樓層規劃

設計概要如圖1、圖2）。

藉此，本校得以致力於先進警察科技發展之教學及研究，一方面可使本

校畢業之學生儘快進入狀況為國家所用，另一方面亦可將本校之學術研究能

量，投注於此警察科技領域之發展，引領國內學界之方向。本項計畫在軟、

硬體之建構及充份準備下，未來期望能達成下列各項目標：

提升優質警察幹部教育―
偵查與鑑識科技大樓興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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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科技大樓計畫A棟行政辦公樓層設計概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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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備警察科技體系，帶動我國警察科技突破性之發展
警察科技之發展，應同時著重於「教學」、「訓練」、「研究」、「鑑定」、「行政」等五

個向度，以建構完整警察科技之體系。本校先後創設刑事警察學系、鑑識科學學系、消防學系、

交通學系、資訊學系、水上警察學系，以及數個研究所碩士班和博士班，以培養鑑識專業人才，

分發至相關機關所屬各鑑識實務單位任用，以提升鑑識人員素質與鑑定能力，並且著手進行先進

警察科技之研究發展，專業教師亦參與有爭議之刑事案件物證之鑑定，使理論與實務結合，提昇

現有之「研究」、「教學」、「訓練」功能，並且透過第三公正鑑定單位之角色，與警政署形成

良性之對照及互相檢驗，對於我國警察科技之提昇，以及警察科技體系之建構，或將有突破性的

助益，帶動我國警察科技之發展。

(二)提昇警察科技實驗室之品質及功能
1.依各實驗室及研究室之特性，規劃其環境需求，建置安全措施，規劃無菌室、無塵室、生

物安全櫃、特殊空調系統、非觸式水槽、隔絕玄關等安全措施，以保障鑑定、研究人員及學員生

不受化學物質及檢體之侵害。

2.保障證物不受污染，規劃證物前處理室、各類證物儲存空間，以確保證物鏈之完整性，維

持鑑定之客觀及公正性。

3.建置適濕適溫之實驗環境：設置空調設備、抽氣櫃及管線，以維持實驗室品質，確保儀器

之壽命。

4.符合環保要求：建置氣體及廢液之處理空間及設備，達到國內對於實驗室環保及安全之要

求。

5.其他特殊需求：例如強化聲紋實驗室隔音設備，測謊實驗室之觀測設備。

6.建置實驗室門禁管制及監視錄影系統，以確保證物之安全管制及實驗室安全。

(三)成立警察科技研究中心
針對警察科技之各項領域，包含偵查、鑑識、消防、交通、水上、資訊等不同領域之警察科

圖2.科技大樓計畫B棟實驗研究空間樓層設計概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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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科技，進行深入研究，提昇我國警察科技之研究能力，並期待與先進國家進行交流研究。

(四)設立警察科技教學中心
整合校內之刑事、鑑識、消防、交通、水上、資訊等科學學系，設置警察科技教學中心，

規劃各類警察科技基礎學程，達成培養警察科技人才之目標，包括規劃：1.基礎科學教學實驗教

室：設置化學、物理、生物、攝影、刑事鑑識等各類基礎科學教學實驗教室。2.規劃各類儀器教

學實驗室：設置分析儀器、光學儀器、影像分析、測謊儀等教學實驗室。3.規劃偵查科技實作教

室：各類案件現場勘察教室、偵訊（含測謊）實驗室、偵查科技實驗室等，培養學生之實作能

力，以因應本校培養警察科技人才之目標。

(五)提供教學、訓練、研究及社會服務各領域之資源整合能量
除本校學士班四年制、二年制技術系及各系之碩士班、博士班（刑事、鑑識系所）之教學

及實作之外，亦可提供及協助警職人員（警監班、警正班、警佐班、消佐班、分局長班、督察

班…）之在職及升官等訓練；以及協助警政署、消防署、海巡署、移民署、法務部調查局、法醫

所等單位各類現場物證之採證、保存、鑑定之訓練及研發。亦可透過舉辦各類研習會、講習會、

研討會等方式，協助法院、地檢署等司法人員瞭解各類鑑識科技知識。

結合高科技偵查與鑑識之警察科學辦案，已為世界各先進國家之趨勢與潮流，且逐漸於刑事

司法制度扮演重要角色。本案目前已完成需求及空間作業確認等外，未來100年至104年將依預算

分配進度，配合營建署監督辦理完成本案工作。本校規劃新建「偵查與鑑識科技大樓」，除致力

於上述目標外，可強化我國警察科技研究與人才之培育，挹注一流科技警察幹部，提供國內相關

情治機關任用，另亦具有國家級第三公正鑑識中心之意義，並達民主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目標。

科技大樓新建工程計畫大樓外觀設計概要圖（徐維志事務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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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總隊／李賢祥

本校係我國唯一培養執法幹部的一所專業

大學，學生畢業通過警察特考後分發各警察、

消防、海巡、法務、國安等機關擔任治安幹

部。因此，本校學生除修習各類專業學科課程

外，更需接受精神（生活）教育及體技教育之

訓練，以成為「文武合一」與「術德兼備」的

警察幹部。而警察教育必須與時俱進，盱衡全

球化的趨勢，因應各項治安環境的變化，調整

教育內涵與精進教育措施，以期達成「精實警

察教育訓練，提升治安維護能力」的目標，並

落實推動「國家、正義、榮譽」的核心價值，

作為培育警察幹部的基石及實施精神教育的基

本方針，以培育更優秀的治安領導幹部，蔚為

國用。

本校的教育內涵包含了專業之「學科教

育」、「體技教育」及「精神教育」，三大教

育內涵建構出全方位的全人教育，目的即在於

培育優秀之治安幹部。其中，為執行精神（生

活）教育，學生必須住校，接受生活管理教

育，學生宿舍除具有住宿功能外，亦為實施各

項精神教育與生活教育，如集合點名、個別談

話、內務檢查、儀容整理等生活禮儀規範訓練

事宜；案例教育、專書選讀等訓育活動，以及

部分課外藝文體康活動，均在宿舍區實施。惟

本校校區使用已逾30年，各項設施老舊，容

訓量受限，軟硬體設備之擴充與提昇已明顯趨

緩，實已不敷各項警察專業教育訓練之需求，

因此，在學校各及師長積極努力爭取下，行政

院於99年5月31日核准學員生宿舍興建計畫。

警察大學不同於一般大學，學員生除日常

課程修習外仍有多項以紀律為本所衍生之生活

規範；宿舍除為休養生息之空間外，亦為學員

生培養精神紀律之空間。而今宿舍既經核定興

建，相關設備、空間分配，將重新規劃設計，

提供學員生優良生活空間，獲得充分之休息，

以提供更良效之學習。規劃概述如下：

一、改善原有的住宿空間：

（一）蘭庭，由1間住4人改造為1間住3人。

（二） 警英樓、警光樓、警賢樓，由1間住6

人改造為1間住4人。

（三） 改善宿舍內部設施，提供學員生安全舒

適的住宿環境。

二、新建3棟研究生、學生宿舍：

（一） 於綜合警技館西側之室外籃球場、網球

場及部分室外停車場現址興建學生宿

舍。

（二） 設計集合點名、環保教育、內務整理、

禮節儀態等生活教育之執行空間。

（三） 提供舉行案例教育、專書選讀、專題講

座等精神教育活動之專用空間。

（四）E化管理系統：

1、 電子化門禁管理系統：學員生出入管理、

各出入口監視器設置保護學員生住宿安

全、防疫安全管理等。

2、 學員生生活管理系統：學員生差假勤惰管

理、操行生活考核管理、軍訓體技訓練管

理等。

3、 電子佈告欄系統：於適當地點設置電子佈

告欄，廣為宣達政令、公告事項、規定事

項、配合

事項等，

以節約學

員生集合

時間及次

數。

提升學員生優良學習生活空間興建及
整建學員生宿舍計畫

2010 - December
警大雙月刊 1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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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組員／張文育

壹、前言
隨著社會變遷急劇，犯罪問題愈趨複雜多樣，為因應各項治安環境的變化，實應精進提昇射

擊教育內涵，方能有效運用於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治安。

本校靶場於民國81年竣工，使用至今已顯老舊，機具故障率偏高；再者，學員生人數大幅成

長，衍生容訓量及實彈訓練量不足等問題，影響射擊教學成效；此外，缺少彩彈射擊課程訓練場

地，未符訓練需求，爰亟需興建現代化射擊大樓，以解決上揭問題。

本校針對未來警察幹部教育發展需求，宏觀擘劃籌辦「中央警察大學提升優質警察幹部教育

中程計畫」，計畫內容包含「偵查與鑑識科技大樓興建中程計畫」、「充實警察應用體技教學設

施中程計畫」、「學員生宿舍新建與整建計畫」等三項子計畫。全案仰賴各級長官努力與支持，

於99年5月31日奉行政院院臺治字第0990030497號函核定，總經費約22億4仟餘萬元。其中「充

實警察應用體技教學設施中程計畫」總經費為4億711萬餘元，預計於民國103年執行完成。

貳、綜合射擊大樓空間配置
為因應未來體技訓練容訓需求及提昇警察應用技能訓練成效，規劃於室外籃球場及網球場現

址興建綜合射擊大樓。除考量納入性別平等使用、符合綠建築及政府節能減碳措施外，特以訓練

實需性、擴充與提昇性及建物特殊性等三大原則為具體規劃方向。綜合射擊大樓預定興建地下一

層、地上五層，總樓地板面積（B1F-5F）約9,300平方公尺（屋突400平方公尺），各樓層主要用

途茲簡述如下：

一、地下一層：槍枝儲存室、彈藥儲藏室、槍彈管理員辦公室及依法令規定與實際需求須設

置之機械室、蓄水池、水箱與相關設施等。

二、地上一層：行政辦公室、車輛反劫持模擬訓練場、多功能場景模擬訓練場（各種警察執

勤場景模擬場景）、多功能室（多媒體教學、簡報）、攀岩場及垂降訓練區等（如圖1）。

三、地上二層：多功能場景模擬訓練場（含模擬透天厝住家、銀行、各種房型與門型之走道

與房間清理訓練區及大型多功能模擬訓練場）、攀岩場及垂降訓練區等。

四、二層夾層：多功能場景模擬訓練場之教官觀察走廊、攀岩場、垂降訓練區及多功能場景

模擬訓練場之模擬透天厝住家。

五、地上三層：警用情境電腦模擬射擊訓練場、10M空氣槍射擊訓練場等。

六、地上四層：基礎靶場。

七、地上五層：多功能靶場（如圖2）。

充實警察應用體技教育
―綜合射擊大樓興建計畫

2018 落成
宿舍大樓 預計

原為室外籃球場網球場

2013.01.25 校長巡視科技大樓工地

射擊舘

2016.12
落成

原為汽車駕訓場 原為網球場2016.06.23 校長巡視工地

2014.01.29 校長巡視科技大樓工地

圖 10 　「提昇優質警察幹部教育中程計畫」之三大工程展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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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17 億 6,900 萬元的「提昇優質警察幹部教

育中程計畫」，其包含已完工之「偵查與鑑識

科技大樓」（2016 年 4 月 10 日揭幕啟用）、

「射擊館」（2016 年 12 月 9 日揭幕啟用）與預

計今（2018）年 3 月完工之「學員生宿舍大

樓」。除以「警大雙月刊」圖文說明「提昇優

質警察幹部教育中程計畫」內容外，並再加

上擘劃爭取此案的侯前校長友宜的照片（同

圖 5），以資感念。

二、却顧所來徑

第二區間命名為「却顧所來徑」，展示主

軸為 1977 年遷校起至前述三大工程前本校建

築物落成啟用時間序，其中並包含 1995 年更

名中央警察大學典禮相關文獻照片。

「却顧所來徑」內容包含下列九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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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年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期別 年度 執行時間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1 100 100.01-100.12
專案管理作業
規劃設計監造
招標作業

3,900,000

2 101 101.01-101.12
規劃設計

工程發包招標
7,025,000

3 102 102.01-102.12 工程施工 204,149,462

4 103 103.01-103.12
工程施工

使用執照取得
完工驗收結案

192,044,538

肆、預期目標及效益
一、提高實彈射擊容訓量、教學質量及訓練安全：

（一）設置實彈射擊基礎靶場及應用靶場各20靶位，以增加靶場實彈射擊容訓量。

（二）實施三向度射擊、標靶（射擊者）移動射擊、顯隱射擊、夜間射擊、快速反應射擊及

步槍實彈射擊訓練等課程，以應未來執勤實需。

（三）重視抽送風系統、空調系統、隔音防爆及抗彈阻彈設施之規劃設計，以確保訓練安

全。

二、 厚植警察人員各種勤務狀況判斷處理與應變能力，強化警察人員各種攻堅執勤能力與

安全觀念：

（一）設置各種「警察執勤模擬場景」，諸如公車、銀行、超商、住家、街景等場景，各場

景內設置擊中倒靶靶機，作為各種執勤狀況彩彈射擊訓練場地，強化警察攻堅執勤戰術、戰技之

運用能力，以落實射擊課程實用化之教學目標。

（二）運用警察執勤應用情境模擬射擊訓練系統，模擬各種警察勤務可能遭遇之情境，訓練

學生對於各種狀況判斷之處理及應變能力，以提昇執勤安全。

三、 槍彈管理符合安全標準：設置符合安全標準之儲存室，強化槍械之保管安全，落實

槍、彈應分流管理之規定；另設置槍、彈展覽室，提供教學研究使用。

四、 提昇競技射擊成績：設置符合國際競賽標準之空氣槍訓練場，以培養優秀選手，為國

為校爭取佳績。

伍、結語
本案已完成先期規劃作業，並函商營建署協助全程專業代辦採購工作，民國100年至103年

將依預算核撥情形，以賡續辦理相關工作執行及進度管控事宜。未來，「綜合射擊大樓」仍須前

瞻規劃射擊訓練場館及設備需求，並以「膽識自信」、「正確合法」、「安全實用」教學原則為

綱，嚴格要求並落實執行射擊教育訓練內容，方能確實達成前揭預期目標及效益，期使訓練與實

務接軌，安全遂行警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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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屋頂層：戶外垂降應用訓練區、緊急發電機房、油料室及空調設備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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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圖2

偵查與鑑識大樓

2016.04
落成

偵查與鑑識大樓宿舍大樓 射擊舘

原為籃球館與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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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實驗室／徐俊文

警察科技本身即為一門「問題導向」的科學，面對目前新興的高科技犯

罪，警察也必須不斷提昇研究科技能量，方能破解各類型新興的科技犯罪、

嚇止犯罪，以保障人民的身家與財產安全。

本校係國內唯一培養執法幹部的專業大學，科學館於民國64年開始興

建，當時警察科技應用方面僅限於指紋、驗槍、文書、攝影等少數教學教

室，幾乎無精密儀器室與研究實驗室之規劃，亦無預測到科技發展一日千

里。民國78年之後，鑑識科學學系、資訊警察學系、水上警察學系（所）

陸續成立，教師與研究生陣容逐年增加，研究空間與精密儀器實驗室之需求

日益擴大，有關警察科技之顯現、採證、儀器分析等方法，發展神速皆不可

同日而語。本校老舊的科學館水電系統，也因此逐年翻修及強化其結構之支

撐，但已影響到目前相關科學儀器之運轉及實驗室之正常運作。

有鑑於此，在校長及各級長官的極力努力下，完成本校前瞻性之「提升

優質警察幹部教育中程計畫」，並於98年5月31日經行政院審議通過，本項

子計畫―「偵查與鑑識科技大樓中程個案計畫」得以順利進行（樓層規劃

設計概要如圖1、圖2）。

藉此，本校得以致力於先進警察科技發展之教學及研究，一方面可使本

校畢業之學生儘快進入狀況為國家所用，另一方面亦可將本校之學術研究能

量，投注於此警察科技領域之發展，引領國內學界之方向。本項計畫在軟、

硬體之建構及充份準備下，未來期望能達成下列各項目標：

提升優質警察幹部教育―
偵查與鑑識科技大樓興建計畫

2010 - December
警大雙月刊 152期

圖1.科技大樓計畫A棟行政辦公樓層設計概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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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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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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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備警察科技體系，帶動我國警察科技突破性之發展
警察科技之發展，應同時著重於「教學」、「訓練」、「研究」、「鑑定」、「行政」等五

個向度，以建構完整警察科技之體系。本校先後創設刑事警察學系、鑑識科學學系、消防學系、

交通學系、資訊學系、水上警察學系，以及數個研究所碩士班和博士班，以培養鑑識專業人才，

分發至相關機關所屬各鑑識實務單位任用，以提升鑑識人員素質與鑑定能力，並且著手進行先進

警察科技之研究發展，專業教師亦參與有爭議之刑事案件物證之鑑定，使理論與實務結合，提昇

現有之「研究」、「教學」、「訓練」功能，並且透過第三公正鑑定單位之角色，與警政署形成

良性之對照及互相檢驗，對於我國警察科技之提昇，以及警察科技體系之建構，或將有突破性的

助益，帶動我國警察科技之發展。

(二)提昇警察科技實驗室之品質及功能
1.依各實驗室及研究室之特性，規劃其環境需求，建置安全措施，規劃無菌室、無塵室、生

物安全櫃、特殊空調系統、非觸式水槽、隔絕玄關等安全措施，以保障鑑定、研究人員及學員生

不受化學物質及檢體之侵害。

2.保障證物不受污染，規劃證物前處理室、各類證物儲存空間，以確保證物鏈之完整性，維

持鑑定之客觀及公正性。

3.建置適濕適溫之實驗環境：設置空調設備、抽氣櫃及管線，以維持實驗室品質，確保儀器

之壽命。

4.符合環保要求：建置氣體及廢液之處理空間及設備，達到國內對於實驗室環保及安全之要

求。

5.其他特殊需求：例如強化聲紋實驗室隔音設備，測謊實驗室之觀測設備。

6.建置實驗室門禁管制及監視錄影系統，以確保證物之安全管制及實驗室安全。

(三)成立警察科技研究中心
針對警察科技之各項領域，包含偵查、鑑識、消防、交通、水上、資訊等不同領域之警察科

圖2.科技大樓計畫B棟實驗研究空間樓層設計概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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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科技，進行深入研究，提昇我國警察科技之研究能力，並期待與先進國家進行交流研究。

(四)設立警察科技教學中心
整合校內之刑事、鑑識、消防、交通、水上、資訊等科學學系，設置警察科技教學中心，

規劃各類警察科技基礎學程，達成培養警察科技人才之目標，包括規劃：1.基礎科學教學實驗教

室：設置化學、物理、生物、攝影、刑事鑑識等各類基礎科學教學實驗教室。2.規劃各類儀器教

學實驗室：設置分析儀器、光學儀器、影像分析、測謊儀等教學實驗室。3.規劃偵查科技實作教

室：各類案件現場勘察教室、偵訊（含測謊）實驗室、偵查科技實驗室等，培養學生之實作能

力，以因應本校培養警察科技人才之目標。

(五)提供教學、訓練、研究及社會服務各領域之資源整合能量
除本校學士班四年制、二年制技術系及各系之碩士班、博士班（刑事、鑑識系所）之教學

及實作之外，亦可提供及協助警職人員（警監班、警正班、警佐班、消佐班、分局長班、督察

班…）之在職及升官等訓練；以及協助警政署、消防署、海巡署、移民署、法務部調查局、法醫

所等單位各類現場物證之採證、保存、鑑定之訓練及研發。亦可透過舉辦各類研習會、講習會、

研討會等方式，協助法院、地檢署等司法人員瞭解各類鑑識科技知識。

結合高科技偵查與鑑識之警察科學辦案，已為世界各先進國家之趨勢與潮流，且逐漸於刑事

司法制度扮演重要角色。本案目前已完成需求及空間作業確認等外，未來100年至104年將依預算

分配進度，配合營建署監督辦理完成本案工作。本校規劃新建「偵查與鑑識科技大樓」，除致力

於上述目標外，可強化我國警察科技研究與人才之培育，挹注一流科技警察幹部，提供國內相關

情治機關任用，另亦具有國家級第三公正鑑識中心之意義，並達民主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目標。

科技大樓新建工程計畫大樓外觀設計概要圖（徐維志事務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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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總隊／李賢祥

本校係我國唯一培養執法幹部的一所專業

大學，學生畢業通過警察特考後分發各警察、

消防、海巡、法務、國安等機關擔任治安幹

部。因此，本校學生除修習各類專業學科課程

外，更需接受精神（生活）教育及體技教育之

訓練，以成為「文武合一」與「術德兼備」的

警察幹部。而警察教育必須與時俱進，盱衡全

球化的趨勢，因應各項治安環境的變化，調整

教育內涵與精進教育措施，以期達成「精實警

察教育訓練，提升治安維護能力」的目標，並

落實推動「國家、正義、榮譽」的核心價值，

作為培育警察幹部的基石及實施精神教育的基

本方針，以培育更優秀的治安領導幹部，蔚為

國用。

本校的教育內涵包含了專業之「學科教

育」、「體技教育」及「精神教育」，三大教

育內涵建構出全方位的全人教育，目的即在於

培育優秀之治安幹部。其中，為執行精神（生

活）教育，學生必須住校，接受生活管理教

育，學生宿舍除具有住宿功能外，亦為實施各

項精神教育與生活教育，如集合點名、個別談

話、內務檢查、儀容整理等生活禮儀規範訓練

事宜；案例教育、專書選讀等訓育活動，以及

部分課外藝文體康活動，均在宿舍區實施。惟

本校校區使用已逾30年，各項設施老舊，容

訓量受限，軟硬體設備之擴充與提昇已明顯趨

緩，實已不敷各項警察專業教育訓練之需求，

因此，在學校各及師長積極努力爭取下，行政

院於99年5月31日核准學員生宿舍興建計畫。

警察大學不同於一般大學，學員生除日常

課程修習外仍有多項以紀律為本所衍生之生活

規範；宿舍除為休養生息之空間外，亦為學員

生培養精神紀律之空間。而今宿舍既經核定興

建，相關設備、空間分配，將重新規劃設計，

提供學員生優良生活空間，獲得充分之休息，

以提供更良效之學習。規劃概述如下：

一、改善原有的住宿空間：

（一）蘭庭，由1間住4人改造為1間住3人。

（二） 警英樓、警光樓、警賢樓，由1間住6

人改造為1間住4人。

（三） 改善宿舍內部設施，提供學員生安全舒

適的住宿環境。

二、新建3棟研究生、學生宿舍：

（一） 於綜合警技館西側之室外籃球場、網球

場及部分室外停車場現址興建學生宿

舍。

（二） 設計集合點名、環保教育、內務整理、

禮節儀態等生活教育之執行空間。

（三） 提供舉行案例教育、專書選讀、專題講

座等精神教育活動之專用空間。

（四）E化管理系統：

1、 電子化門禁管理系統：學員生出入管理、

各出入口監視器設置保護學員生住宿安

全、防疫安全管理等。

2、 學員生生活管理系統：學員生差假勤惰管

理、操行生活考核管理、軍訓體技訓練管

理等。

3、 電子佈告欄系統：於適當地點設置電子佈

告欄，廣為宣達政令、公告事項、規定事

項、配合

事項等，

以節約學

員生集合

時間及次

數。

提升學員生優良學習生活空間興建及
整建學員生宿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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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組員／張文育

壹、前言
隨著社會變遷急劇，犯罪問題愈趨複雜多樣，為因應各項治安環境的變化，實應精進提昇射

擊教育內涵，方能有效運用於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治安。

本校靶場於民國81年竣工，使用至今已顯老舊，機具故障率偏高；再者，學員生人數大幅成

長，衍生容訓量及實彈訓練量不足等問題，影響射擊教學成效；此外，缺少彩彈射擊課程訓練場

地，未符訓練需求，爰亟需興建現代化射擊大樓，以解決上揭問題。

本校針對未來警察幹部教育發展需求，宏觀擘劃籌辦「中央警察大學提升優質警察幹部教育

中程計畫」，計畫內容包含「偵查與鑑識科技大樓興建中程計畫」、「充實警察應用體技教學設

施中程計畫」、「學員生宿舍新建與整建計畫」等三項子計畫。全案仰賴各級長官努力與支持，

於99年5月31日奉行政院院臺治字第0990030497號函核定，總經費約22億4仟餘萬元。其中「充

實警察應用體技教學設施中程計畫」總經費為4億711萬餘元，預計於民國103年執行完成。

貳、綜合射擊大樓空間配置
為因應未來體技訓練容訓需求及提昇警察應用技能訓練成效，規劃於室外籃球場及網球場現

址興建綜合射擊大樓。除考量納入性別平等使用、符合綠建築及政府節能減碳措施外，特以訓練

實需性、擴充與提昇性及建物特殊性等三大原則為具體規劃方向。綜合射擊大樓預定興建地下一

層、地上五層，總樓地板面積（B1F-5F）約9,300平方公尺（屋突400平方公尺），各樓層主要用

途茲簡述如下：

一、地下一層：槍枝儲存室、彈藥儲藏室、槍彈管理員辦公室及依法令規定與實際需求須設

置之機械室、蓄水池、水箱與相關設施等。

二、地上一層：行政辦公室、車輛反劫持模擬訓練場、多功能場景模擬訓練場（各種警察執

勤場景模擬場景）、多功能室（多媒體教學、簡報）、攀岩場及垂降訓練區等（如圖1）。

三、地上二層：多功能場景模擬訓練場（含模擬透天厝住家、銀行、各種房型與門型之走道

與房間清理訓練區及大型多功能模擬訓練場）、攀岩場及垂降訓練區等。

四、二層夾層：多功能場景模擬訓練場之教官觀察走廊、攀岩場、垂降訓練區及多功能場景

模擬訓練場之模擬透天厝住家。

五、地上三層：警用情境電腦模擬射擊訓練場、10M空氣槍射擊訓練場等。

六、地上四層：基礎靶場。

七、地上五層：多功能靶場（如圖2）。

充實警察應用體技教育
―綜合射擊大樓興建計畫

2018 落成
宿舍大樓 預計

原為室外籃球場網球場

2013.01.25 校長巡視科技大樓工地

射擊舘

2016.12
落成

原為汽車駕訓場 原為網球場2016.06.23 校長巡視工地

2014.01.29 校長巡視科技大樓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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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遷校（圖 11）

李興唐校長任內，本校從台北市廣州街

舊址遷至桃園市龜山區現址。座落於桃園龜

山的新校舍，當年委由陳其寬建築師事務所

負責設計及監造，全部占地 11.64 公頃 ( 現校

地 15.2 公頃 )，爲廣州街校舍 4 倍大。工程分

兩期，第 1 期工程於 1997 年 9 月 2 日驗收後

啓用，全部工程於同年 10 月 31 日興建完竣。

本校校慶為 9 月 1 日，然 1997 年適逢遷

校期間，爲與新校舍落成典禮同時舉行，本

校 41 週年校慶典禮，遂改於 10 月 31 日合併

舉行。

遷校工作原訂 1997 年 8 月開始進行，

但因塞洛瑪颱風及薇拉颱風來襲，並帶來豪

雨，影響工程進度，使遷校計劃一再更改。

1977.07.10 校長巡視新校舍工地

卻
顧
所
來
徑

遷校典禮

1977.10.31

1977.07.10 新校舍鍋爐開工典禮

研究大樓

1986.08 落成

原為綠地

1980.03.15 第一屆運動會

樂群軒

1984.04
開幕

2006.02.06 新春團拜

2016.11.03 慶生會

1976.12.28 新校舍

1993.06.28 遷址世界警察博物館

2016..02.15 重新開幕

1977年四十一週年校慶與遷校典禮

圖 11 卻顧所來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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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為能配合學生返校上課，在全校師生的努

力與配合之下，終於克服萬難，自 9 月 18 日

開始搬遷，在 9 月 23 日全部完成，教職員自

24 日起在新校舍上班。

學生部分，為因應遷校所需，本校 66 學

年度第 1 學期二、三、四年級學生開學註冊

日期，由原定 8 月 27 日延至 9 月 14 日於新

校址報到。然因新校舍道路工程及環境整理

尚需時日，遂又延至 9 月 28 日報到。46 期新

生部分，仍在臺北市廣州街舊校址辦理入學

手續，於新生預備教育及有關活動完畢後，

本科生於 9 月 7 日赴憲訓中心接受 12 週的入

伍教育，而專修科學生，仍囘原單位服務，

至 9 月 28 日與其他各年級學生同時入學。

（二）樂群軒

1977.07.10 校長巡視新校舍工地

卻
顧
所
來
徑

遷校典禮

1977.10.31

1977.07.10 新校舍鍋爐開工典禮

研究大樓

1986.08 落成

原為綠地

1980.03.15 第一屆運動會

樂群軒

1984.04
開幕

2006.02.06 新春團拜

2016.11.03 慶生會

1976.12.28 新校舍

1993.06.28 遷址世界警察博物館

2016..02.15 重新開幕

1977年四十一週年校慶與遷校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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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斌校長任內，為提供全校師生接待

外賓與休閒之適當場所，遂於 1984 年 3 月初

將舊有車庫搬遷，並加以整修擴建，同年 4 月

13 日「樂群軒」竣工完成，命名與題字皆由

學生參與完成。「樂群軒」供應平價咖啡與冷

飲，廣受全校師生喜愛。1993 年 6 月世界警

察博物館大樓落成啟用，「樂群軒」遷移至該

大樓地下 4 樓外包營業，因營業狀況不佳，

遂關閉一段時間。2016 年 2 月 15 日重新招租

開幕，除保留原名「樂群軒」外，又名「返

古新思紐約館」，提供咖啡與冷飲外，也提供

用餐，尤其是馳名的「警大拉麵」。

（三）研究大樓

周世斌校長任內，有感於自遷校以來，

因校舍不敷分配，研究所及各系辦公室均暫

借教學大樓教室使用，學生上課難以有效安

排，教師們無研究處所，無法充分備課與研

究。經多年之努力，在政府財政拮据情況下，

爭取到新臺幣 5,880 萬元預算。

研究大樓佔地 600 坪，採用曹祖明建築

師的設計，地下 1 樓作爲體技場及器材間，

地上四樓包括各學系系辦公室、教師研究室

與小禮堂（含舞台）等。該大樓於 1985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8 時 15 分在力行樓左側，由總

務處陳處長光宇主持破土開工典禮。陳處長

並奉當時周校長的指示，召集具有建築常識

之講師及研究生熊光華、余瑞豐、李湧清、

蔡中志、林元祥和簡賢文等 6 人組成監工小

組，使工程順利進行，如期完工。研究大樓

於 1986 年 8 月 15 日落成，並做為本校 50 週

年校慶獻禮。

（四）靶場（圖 12）

顏世錫校長任內，有鑑於射擊教育對警

察人員的重要性，遂在 1990 年 6 月斥資於原

室外靶場興建現代化室內電腦靶場。該靶場

大樓為地下 1 樓、地上 5 樓的建築，2 樓以上

為學生活動中心 ( 社團辦公室 )，地下 1 樓與

地上 1 樓為室內電腦靶場，共有 40 個靶位。

1992 年 6 月 29 日適逢本校 80 學年度畢業典

禮，當日上午 10 時 30 分舉行室內靶場啓用

典禮，由當時的內政部部長吳伯雄先生蒞臨

主持剪綵。

（五）世界警察博物館

世界警察博物館之創立，肇始於顏世錫

校長在其擔任臺灣省警察學校教育長時之構

想，但因職務異動，未能如願完成。俟接纂

本校後，到職第 2 天即宣佈將籌建一座世界

性的警察博物館。

世界警察博物館大樓位於本校西側的斜

坡，佔地 400 餘坪，爲地下 4 樓、地上 3 樓的

建築。館前廣場矗立著藝術大師楊英風先生的

不鏽鋼雕塑 - 和平鴿，象徵著和平愛民的博愛

精神。該大樓自 1989 年 7 月起興建，共耗資

2 億 7 千萬元。其中，世界警察博物館共有 3

層，約 1200 餘坪。1 樓為校史館及中華民國

警察館，地下 1、2 樓為國際警察館。1993 年

6 月 28 日適逢本校 81 學年度畢業典禮，當日

上午 10 時舉行世界警察博物館開幕典禮，由

當時的行政院院長連戰先生蒞臨主持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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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警賢樓（圖 13）

顏世錫校長任內，有鑑於警英大樓容住

量不同，直接影響同學得住居品質與學習環

境，遂於 1992 年 1 月開工興建學生宿舍警賢

樓。該大樓佔地約 450 坪，爲地下 1 樓、地上

5 樓的建築，耗資 1 億 4 千多萬元。於 1994

年 3 月 2 日上午 10 時，舉行落成典禮及啓用

茶會，由顏前校長世錫主持剪綵。

（七）警光樓

學員班大樓現已正式命名爲「警光樓」，

於 1994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10 時 20 分舉行落

成啓用典禮，由顏前校長世錫主持剪綵。當

年警光樓落成啓用後，所有短期在職進修受

訓班期均移往該處受訓。該大樓耗資 1 億餘

元，爲地下 1 樓、地上 4 樓的建築，外觀宏

偉典雅，內部設施完善。

（八）更名大學典禮

本校更名中央警察大學乙案歷時多年，

前後經顏世錫校長與姚高橋校長多方努力，

始底於成。

1994 年 10 月 4 日立法院審查一讀通過

「內政部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依該草

案規定，中央警官學校將更名為警政大學。

而「中央警察大學組織條例」於 1995 年 12

月 12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 12 月 20 日總

統明令公布施行 (84 華總 ( 一 ) 字第 10182 號

令 )，本校正式更名為中央警察大學。「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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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綜合警技館

本校為配合國家建設 6 年計畫「後續警政

建設方案 – 中央警官學校改制大學」，原有校

地不敷使用，在顏前校長世錫奔走下，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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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1998 年，分三期實施。然因大崗國中遷

校進度嚴重遲滯，至 1999 年方完成遷移。期

間歷經 5 任校長，原計畫也數度更迭，甚至

胎死腹中。之後，在蔡前校長德輝奔走下，於

2003 年 4 月 9 日獲行政院核定編列 3 億 4 千餘

萬元經費，綜合警技館之興建終於露出曙光。

惟因 2003 年營建工程物料價格飛漲，歷經 5

次流標，最終才於該年 12 月 31 日年度結束

前決標。2004 年 3 月 10 日工程開工，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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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波三折，在排除萬難後，於 200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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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已離原定計畫期程逾 8 年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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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警技館」工程興建始末
總務長  周良圖

　　回顧整個規劃興建過程，為這棟建物真心誠

意付出的人，實在太多太多了，希望這血淚交織

、灌溉而成的「綜合警技館」能夠擔任培育優秀

專業的治安幹部的使命!當作回報為它辛勤付出

的禮物。

　　本校為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後續警政建

設方案－中央警官學校改制大學」，原有校地不

敷使用，經與桃園縣政府多次協商，於82年10月

27日同意遷讓大崗國中校地供本校擴大建校使用

，並於82年12月9日  奉行政院核定在案。而當初

係由本校顏前校長世錫奔走，獲內政部吳前部長

伯雄與桃園縣劉前縣長邦友等之促成，是為本館

之催生者。

　　本計畫分三期實施，原核定期程為84年度至

87年度。第一期：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土地撥用

，如期於84年度完成。第二期：辦理整地、興建

術科操練場、戶外球場、停車場，惟因桃園縣政

府及大崗國中遷校進度嚴重遲延，遂至88年度才

完成。期間歷經5任校長，原計畫迭有變更為圖

書館、學院大樓等之議，亦數度以「胎死腹中」

結案。第三期：興建綜合警技館，因時空因素改

變，預算屢遭擱置，終在「毅力驚人」之蔡前校

長德輝及行政團隊合作下，分別陳請內政部張前

部長博雅以及行政院第一組尤前組長明錫、參議

何達仁等人的支持，並獲得他們竭盡心力的協商

，於92年4月9日始獲行政院核定編列3億4 千餘萬

元總工程經費，本館之興建終於露出曙光。

　　接踵而至的招標作業的整備工作複雜且繁重

，又恰逢92年營建工程物料價格飛漲之勢，歷經

5次流標，最後才於92年12月31日年度結束前第6

次公開招標驚險以超底價決標，使此計畫進入另

一執行新紀元，卻也種下種種劫難之開端。

　　工程開工於93年3月10日隆重舉行，隨後累

積之龐大預算執行壓力，受到各項主客觀原因之

限制與政經情勢之劇變，更可以「屋漏偏逢連夜

雨」來形容，絕非實際置身於內者所能體會。所

幸經由本校蔡前校長德輝、駱副校長宜安、胡主

任秘書盛光、會計室黃主任重寅、總務處前二任

總務長范國勇及鄧煌發先生、徐組長國晃、林助

教嘉宏、專案監工曾毅君先生及其工作團隊的努

力，預算執行壓力總在驚濤駭浪中驚險解除，並

如期於94年11月18日完工。

　　後續驗收工作更是一波三折，建築工程驗收

之際，驚傳廠商財務危機，如廠商倒閉，問題更

難解決，幸賴謝校長銀黨、胡主任秘書盛光、會

計室黃主任重寅竭力溝通協調，迫使廠商同意本

校另行招標使第三人改正，在排除重重困難後，

化險為夷，順利於96年1月22日完成驗收，並於

96年2月8日取得使用執照正式啟用，艱辛的完成

本計畫，離原定計畫期程已逾8年餘，真可謂好

事多磨。

　　此外，要感謝的還有負責本館規劃設計監造

的陳信樟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工程承商德寶營造

股份有限公司、機電工程承商三櫻水電工程有限

公司、游泳池設備工程承商資億工程有限公司、

負責公共藝術策劃之觀想藝術有限公司、提供原

創題材的資深美術家陳銀輝先生，以及執行公共

藝術製作的簡源忠老師。

　　本計畫執行雖告一段落，後續之設備擴充、

維護管理等問題，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尚待

相關同仁繼續努力完成之。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122
中華民國96年9月出刊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月刊

慶祝建校71週年校慶特刊

放眼前瞻  再創卓越
― 71週年校慶校長勗勉 ―

圖 13　卻顧所來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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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

以桃園龜山校區遷校 40 年來的重大變

革與事蹟為主軸，敘述這 40 年來學校的變遷

（圖 14）。然因展示板與空間有限，只能精簡

略述，並輔以重要照片，如歷任校長宣誓就

職照片等等（圖 15 - 圖 25）。遷校 40 週年大

事紀內容如下 1：

年度 重要紀事

1977 在李興唐校長領導下，本校從台北市廣州街舊址遷至桃園市龜山區現址。

1978
成立外事警察學系。

正科 47 期 1 隊起 ( 至正科 70 期 1 隊止 )，新生入學預備教育後，前往陸軍軍官學校，

與軍事院校一同接受入伍教育，畢業後至憲兵學校接受預官分科教育。

1980 警政研究所碩士班增設消防組。

1982 正科 47 期 1 隊起「戶政學系」畢業生專案分發戶政事務所服務 2 年。

1983
周世斌先生（金防部中將副司令停役）接任第 9 任校長。（圖 15）

配合中央警官學校組織條例修正，正式成立圖書館並設置圖書館館長。

警政研究所碩士班增設交通科學組。

1984 「樂群軒」交誼廳開幕。

1985
招訓警佐班第 1 期學員 103 名，訓練期間 4 個月。

警政研究所碩士班增設公共安全組。

1986
招訓警正班第 1 期學員 50 名，訓練期間 4 個月。

研究大樓落成啟用。

1987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顏世錫先生接任第 10 任校長。（圖 16）

1988
顏世錫校長成立「財團法人警察學術研究基金會」，同時承臺北市七星、�公兩水利會各

捐贈新臺幣 500 萬元。

兵役行政學系停止招生。

1989 成立資訊管理學系及鑑識科學學系。

圖 14　遷校 40 週年大事紀 圖 15　周世斌先生接任第 9 任校長

1   感謝張子文組長與王信惠編審協助完成大事紀的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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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重要紀事

1990
招訓高級警政研究班第 1 期學員 11 名。

戶政學系停止招生。

成立水上警察學系及國境警察學系。

1991
首次招收學士後警官班（二年制），招生人數 50 名，僅錄取 35 名。

成立行政管理學系。

1992
靶場落成啟用，為地下 1 樓，地上 5 樓之建築，其中地下 1 樓及 1 樓為室內電腦配備射

擊場計 40 個靶位。

成立法律學系。

1993
世界警察博物館落成啟用。

公共安全學系畢業生（正科 58 期 1 隊）開始全數分發警政相關機關服務。

科學實驗室資訊組，依任務編組改制為電子計算機中心。

1994
學生宿舍「警賢樓」、學員班大樓「警光樓」落成啟用。

成立警政研究所犯罪防治組博士班、消防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公共安全學系停止招生一年（64 期 1 隊）。

1995

內政部警政署副署長姚高橋先生接任第 11 任校長。（圖 17）

12 月 20 日總統令公布中央警官學校正式更名為中央警察大學。

學士班四年制消防警察學系改制為消防學系，專修科消防警察組改制為學士班二年制消

防學系。

1996
臺灣省政府警政廳廳長陳璧先生接任第 12 任校長。（圖 18）

成立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班。

成立鑑識科學、犯罪防治及消防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圖 16　顏世錫先生接任第 10 任校長

圖 17　姚高橋先生接任第 11 任校長

圖 18　陳璧先生接任第 12 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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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重要紀事

1997
行政警察學系增設二年制技術系班。

成立交通管理、資訊管理、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班。

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謝瑞智先生接任第 13 任校長。（圖 19）

1998

成立推廣教育訓練中心。

中央警察大學校友總會成立，由前校長梅可望先生擔任會長。

專修科停止招生。

學生大隊更名為學生總隊。

警政研究所更名為行政警察研究所。

成立刑事警察、水上警察研究所碩士班。

刑事警察學系增設二年制技術系班。

1999
增加博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方式。

成立行政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自 88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須經過國家考試及格後，始能分派各實務機關任職。

2000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局長朱拯民先生接任第 14 任校長。（圖 20）

學士班四年制入學方式，開始採計「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作

為初試錄取依據。

2001
內政部消防署副署長蔡德輝先生接任第 15 任校長。（圖 21）

成立外事警察、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班。

成立鑑識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2002
與美國聖休士頓州立大學簽署姊妹校。

自正科 71 期 1 隊起，新生預備教育後不再赴軍方單位受訓，畢業後改至成功嶺接受替

代役基礎訓練。

圖 19　 謝瑞智先生接任第 13 任校長 圖 21　蔡德輝先生接任第 15 任校長

圖 20　朱拯民先生接任第 14 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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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重要紀事

2003 水上警察學系增設二年制技術系班。

2004
首次招訓警佐班第 2 類（具警正資格及大專學歷以上）及第 3 類（刑事人員）。

首次參加「全國大學校院暨研究所博覽會」。

舉辦本校第 1 屆傑出校友選拔，共有 32 名傑出校友獲選。

2005 與美國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簽署姊妹校。

2006
行政警察研究所更名為警察政策研究所，招收碩士班及博士班。

內政部警政署署長謝銀黨先生接任第 16 任校長。（圖 22）

2007

「綜合警技館」落成啟用，為地下 1 樓，地上 4 樓之建築。

與美國紐海芬大學簽署姊妹校。

首次舉辦美國休士頓大學遊學團活動。

招生考試首次改採網路報名方式。

2008
與澳洲海事學院簽署姊妹校。

內政部警政署署長侯友宜先生接任第 17 任校長。（圖 23）

與中央大學校際合作締約。

2009

與國防大學校際合作締約

研究所碩士班一般生開始延長教育期間為 3 年，第 1 年實施幹部（先修）教育相關課

程。

與美國西奧瑞岡大學簽署姊妹校。

2010

行政院核定「提昇優質警察幹部教育中程計畫」，總經費為 17 億 6,900 萬元，包含三項

子計畫「偵查與鑑識科技大樓中程個案計畫」、「充實警察應用體技教學設施（射擊館）

中程個案計畫」、「學員生宿舍大樓新建及整建中程個案計畫」。

舉辦首次「新手返校充電論壇」（正科 74 期 1 隊），由內政部長江宜樺親臨主持，並

邀集相關實務機關代表與會蒙藏委員會首次委託辦理蒙古警察警政研習班，計學員 24
名，訓練期間 3 週。

圖 22　謝銀黨先生接任第 16 任校長 圖 23　侯友宜先生接任第 17 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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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謝秀能先生接任第 18 任校長。（圖 24）

消警察人員特考開始採用「雙軌分流」，分為「警察人員考試」與「一般警察人員考

試」。

2012
內政部長李鴻源蒞臨主持「偵查與鑑識科技大樓新建工程」開工動土典禮。為地下 2
樓，地上 7 樓之建築；總經費 8 憶 5800 萬元；施工期程 2010 年至 2015 年，為期 5
年。

2013

謝秀能校長主持「射擊館新建工程」開工動土典禮。為地下 1 樓，地上 5 樓之建築；總

經費 4 憶 700 萬元；施工期程 2011 年至 2016 年，為期 5 年。

與美國紐約城市大學 John Jay 刑事司法分校簽署合作備忘錄。

成立警政管理學院及警察科技學院，並由內政部長李鴻源主持揭牌剪綵。

2014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長刁建生先生接任第 19 任校長。（圖 25）

成立防災研究所。

2015

開辦本校學生汽、機車安全駕駛及機車安全駕駛種子教官訓練專案。

與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

與美國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姊妹校續約（2005 年簽約）。

成立國境警察學系碩士班。

設立心理健康中心，專職師生心理輔導。

2016

刁建生校長主持「學員生宿舍大樓新建工程」動土典禮。為地下 1 樓，地上 5 樓之建

築；總經費 5 憶 400 萬元；施工期程 2014 年至 2019 年，為期 6 年。

內政部常務次長邱昌嶽蒞臨主持「偵查與鑑識科技大樓」落成啟用典禮。

內政部長葉俊榮蒞臨主持「射擊館（充實警察應用體技教學設施中程個案計畫）」落成

啟用典禮。

刁建生校長與李昌鈺博士夫婦聯合主持「李昌鈺博士展示區」開幕儀式。

內政部長葉俊榮蒞臨主持本校「慶祝 80 週年校慶暨 104 學年度開學典禮」。

英業達集團會長葉國一及國富文教基金會捐贈新臺幣 800 餘萬元為警大學生籃、排球場

地板及盥洗室進行整修。

經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審查，本校獲頒 CPR +AED 安心場所證書。

2017 與東馬其頓 - 色雷斯技術學院、希臘消防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

圖 24　謝秀能先生接任第 18 任校長 圖 25　刁建生先生接任第 19 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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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佈展

在第一個區間的櫥櫃上，呈現歷年學校

紀念品、姊妹校紀念品、校史與具紀念價值

的獎杯等等（圖 26）。另將本校桃園龜山校

區校園模型移入展示區與校訓「誠」相輝映

（圖 27），第三個區間則呈現重整的本校三個

建築物模型：警光樓、世界警察博物館與靶

場（同圖 14）。

圖 26　實物佈展 圖 27　龜山校區校園模型與校訓「誠」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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