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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講結論，本次講座 video 有提到 “剪掉”部分， 請務必剪掉  再行銷 !!! thx,  

一、三等資訊警察特考與研究所之比較 
 .非本科 ?  

 

 .難嗎 

 

 .要多久考上 ?  

 

 

 

二、國安資訊、調查局資科、高考三等資訊處理、三等資訊

警察外軌 
 

 

 

 
 

https://kuofu.shop/


 

 

三、四等 普考 資訊處理   
 

1. 計算機概要 :做考古題,bcc, Computer architecture, ,numeric system,tree, graph, use our bcc of 13 

lecturings,  

2. Brief Programming , base: our c book, plus python, java, html  

3. Brief mis, our core mis for cop, plus sth. Common and fashionable  

4. Brief data processing, O.S., Data Structure, DataBase(our db for national security) 

 

 

 

 

高考三等  

1. Data Structure, array, search, matrix, algorithm 

2. Mis and securit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oc, cert, ,,,,hash, micro service, risk measurement, ids, 

ips, DF, (use our ci and DF lecturing), XSS, Expert System,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mart city, outsourcing, 

PKI, 

3. 資通網路, vpn, ipsec, dns, ietf, dnssewc, DDOS, Http,https 

4. Programming, c, c++,SQL,,java,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5. System project management,  SDLC, Testing, ,,, project management book 

6. Database application, acid, erd, uml, use case diagram, use our db lecturing,  

 

112 計算機概論導讀_參加三等資訊警察特考-我沒有資訊背景-能應付嗎 -我需要同時讀計算機概論嗎 -郭富

YouTube[三等資訊警察][資管所]  高見團報年度班各類科湊團中 ING 



 

 

怎麼選考三等資訊警察? 資管所 ? 國安資訊 ? 高普

考資訊處理 ?  

http://www.kaozentaitung.com.tw/kztaitung/?p=269 

 

 

 

112 計算機概論導讀_參加三等資訊警察特考-我沒有資訊背景-能應付嗎 -我需要同時讀計算機概論嗎 -郭富

YouTube[三等資訊警察][資管所]  高見團報年度班各類科湊團中 ING 

https://pse.is/4akur3  

  

高普考三四等 資訊處理 新開張  

Word press private  

https://kuofu1001202.wordpress.com/2022/06/24/%e9%ab%98%e6%99%ae%e8%80%83-

%e4%b8%89%e5%9b%9b%e7%ad%89%e8%b3%87%e8%a8%8a%e8%99%95%e7%90%86%e3%80%82%

e6%96%b0%e9%96%8b%e5%bc%b5-%e9%83%ad%e5%af%8c%e6%98%af%e4%b9%9f/ 

https://bit.ly/3OGGvcH 

 

 

 

三等資訊警察外軌   新開張  

 
 

 

 

http://www.kaozentaitung.com.tw/kztaitung/?p=269
https://pse.is/4akur3
https://bit.ly/3OGGvcH


 

 

 

 

 

 

 



 

注意事項: 

1. 

 
2. 小考怎麼做 ? 配分 ?  

 

3. 資料怎麼攜帶 ?  電子黨 

 

4. 格式，一定要練習， 不然寫得亂七八糟   一 (一) 1. (1) ?  然後 a, b ,c  ? 爆了 

5. 你有幾堂課 ?   附贈及 私人指定 youtube 你一定要注意  

6.  

 



姓名 畢業學校 服務單位 心得

王智弘 專 32 雲林警察局

本人非相關科系背景，憑著興趣和一時衝
動，買了高見課程試試，覺得越讀越有趣，
就讀讀寫寫到考試。
( 一 ) 課程影音方便：利用下班的通勤和零

碎時間都能看個課程段落，還能快進、
重播。

( 二 ) 講義線上下載：不用再帶著厚重紙本
跑來跑去，還能用關鍵字搜尋。

( 三 ) 師資專業解析：郭老師博採眾家之長，
提供各種資訊領域的考古題解析。

( 四 ) 考猜模擬試題：猜中我幸，沒中我命。
能對基礎題能有廣泛的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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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見公職資訊講師 郭富

連絡電話：07-2361200 轉 119 
email：a0916325364@gmail.com

三等資訊警察特考，我沒有

資訊背景，能應付嗎 ?

　　自創刊號 (2022.3 月份 ) 電子報發表一篇 – 高見集團辦理資訊考試相關科目之選讀與規

劃 ( 第 15 頁 )，獲得許多迴響，也經過 6 月 2 日之警大研究所放榜 ( 提早一星期放榜 )，高

見許多學員上榜。先說明資管所上榜學員的狀況。比較他們是怎麼讀書而考取 ?

我需要同時讀計算機概論嗎 ? 
那不是資管所科目?
會不會多花錢補習沒效果?



羅惠郡

鄭新吾

97 基特

105 年特

保四總隊

彰化縣警察局

　　「沒有郭富老師，就沒有今天上榜的
我」，這句話真的一點都不為過，從去年 9
月考完三等行政後，毅然決然轉換改考資管
研究所，準備考試的時間不多，一切都歸功
郭富老師精粹的教材，每科9或13堂的課，
讓任職在外勤的我觀看這些課程，不至於備
感壓力；另外老師考猜班中的霸王考猜，更
是精準命中考題。
由於非相關科系畢業，平常對資訊議題也涉
獵甚少，在準備考試期間，內心一直很徬徨；
課程中有不懂的地方詢問，老師都會不厭其
煩的解說，小考題一定要做，光用看的，臨
場一定寫不好，寫完就給老師改，除了高
見 line 客服，高漢 line 客服也可利用，管
道非常暢通，還有 FB私密社團、line	open	
chat 問題交流，老師還會親自回電解說，
講解到你懂。

　　高見郭老師在上課時講的幾乎都是精華
所在，「管理資訊系統」、「電腦犯罪與資
訊安全」、「計算機概論」三個科目範圍非
常廣大，甚至電腦犯罪與資訊安全在外面也
沒有相關書籍可以參考，郭老師將這些科目
在無限大的範圍中，以有限的範圍化為淺顯
易懂的方式重點教學，讓我節省不少時間。
只要跟著老師上課所教學的，並跟著寫每次
老師出的小考，加強自己寫試題的速度，到
時候到考試時，看到題目也不會太緊張。郭
老師的考前猜題，一定要注意跟上！

姓名 畢業學校 服務單位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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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三等資訊警察特考，我沒有資訊背

景，能應付嗎 ?......



洪孟君
台北醫學
大學
生物醫學
工程學系

錄取 111 年
警大資訊管
理研究所碩
士

　　對於本身非資訊管理科系的我，郭老師
教授的計算機概論、管理資訊系統、電腦犯
罪與資訊安全對我的幫助重大，讓我能在有
限的時間內，快速抓到考科的重點概念、去
蕪存菁，並針對老師提供的考猜勤加練習，
而且郭老師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講解重點概
念，減少我學習時的負擔。大力推薦非本科
系的人，可以選擇高見，勇敢逐夢。高漢霸
王考猜尤其一絕 !!!

姓名 畢業學校 服務單位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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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三等資訊警察特考，我沒有資訊背

景，能應付嗎 ?......

參考 111 年資管所錄取學員之讀書心得 :

1. 有一個共通點 -[ 非本科系 ]。

2. 還有一點就是 [ 選擇比努力重要 ]，也就是規劃的課程，比自己讀節省很多時間，尤其高

見課程更適合警察工作忙碌之學員研讀，原因已在表列分析說明了，自誇太多，反而適得其

反。

　　因為是精心安排規劃的學習內容，那麼加上自己努力，非本科系能考取資管所就不意外

了，尤其除了高見集團之考猜，還有高漢之霸王考猜，所有產品均需精準，果實豐收之外，

改卷、解題、說明及講解都是老師們的努力與付出，這不是其他補習班可比擬。誠然令人感

動，流下汗水，終必有所收穫。

　　那和考三等資訊警察特考有什麼關係 ? 前揭三月份電子報之表格說明計概是數位鑑識之

基礎，另二科則與資管所之考試內容相差不多，那為何不同時選考資管所和三等特考 ? 

理由如下 : 

1. 非本科透過計概強化數位鑑識之基礎理論 ; 

2. 三等特考 6 月考、研究所 4 月考，所以可在特考前先練筆，並衡量自己之學習狀況，兩個

月時間調整及強化自己不足之處，如研究所錄取，心情穩定直取三等特考。誠所謂一魚兩

吃，對於非本科克服數位鑑識一些基本概念與名詞，有很好效果，三等特考一樣有許多非

本科學員錄取通過。

下次我們再談三等特考之準備方式 !!! 祝福大家成功、順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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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見集團緣起
　　高見公職係全國唯一專辦警察考試之
輔導機構，從民國99年起設立迄今已邁入
第12年，造就國家優質警務人員近2千名
，從警專、警大入學考及警察特考等各項
警察考試項目之逐一設立及奪榜，頗具心
得；並有消防警察特考及消防設備師士及
升警正官等考試輔導，培育無數優秀警察
公務員，高見已是具有RBV(Resource 
Based View)特性的機構。

　　徐強主任有鑒於考試項目日趨多樣，
為服務更多有志優秀公職青年，特設立高
鋒公職；復考量考試方式的變化迅速，要
如何才能讓參加考試之學員於短時間配合
課程，吸收消化內容，並能將成果反應在
考試之結果上，於是創立高漢文教科技，
做為高見與高鋒之後勤科文支援，使輔導
考試之產線更加完整，高見集團架構儼然
成形。警專高見已於2021年10月正式成立
，台中高見目前亦在規劃設立中。今設立
高漢電子報，特藉此一角說明：
　　茲就學員常詢問之資訊類組考試為例
，我非資訊本科畢業，我能勝任嗎？會不
會很難？可以參加補習並通過考試嗎？其
相關科目說明如後。

作者　高見公職資訊講師 郭富

高見集團辦理
         資訊考試相關科目之選讀與規劃
高見集團辦理

         資訊考試相關科目之選讀與規劃
高見集團辦理

         資訊考試相關科目之選讀與規劃



資訊相關科目
　　目前高見集團已設有三等資訊警察特考(內軌)、警大資管所、國安資訊組、調查局

資訊科學組等四組考試輔導，上述類組中重點有何不同，分析如表列：

一、從上表可看出調查局較難，但如有心亦可克服。其中調查局之資料庫應用與系統

　　分析設計可一起研究，因為資料庫設計就要做系統分析與設計。而資料庫應用與

　　Ｄ類似。至於資安實務則是Ｅ之強化版。資通網路著重電腦通訊。

二、計算機概論部分，可看出報考資管所，再念一科資料庫設計就可考國安，當然，

　　報考資格需先研究。

三、至三等資管可同時資管所進攻，好處是，資管所先考，可就所研讀之部分先練兵

　　，看看成效，而且還有兩個月可調整重點強化。資管所部分需多讀一科計算機概

　　論。

四、前揭表格提示重點，高漢已在鋒解析逐步完成問題大合集之資管相關科目，內含

　　三科之重點，只要依照課程及郭富之進度，並配合鋒解析（www.fengan　　　　

　　swer.com）及提問，至少三科皆可得分６０分以上。

五、如上所述，看了以後有沒有心動？高見集團誠摯邀請您的參與及指教。

科目    
      考試別 

三等資訊警察
特考 

警大資管所 國安資訊組 調查局資訊科
學組 

基礎 數位鑑識執法
(A) 

計算機概論
（Ｆ） 

計算機概論(偏
graph,algorithm,
學理)Ｆ強化 

系統分析與設
計(B) 

應用 警政資訊管理
與應用(含 C) 

資訊管理系統
(C) 

資料庫應用(D) 資料庫應用
(與 B 結合講
述)D 綜合 

綜合 電腦犯罪偵查
(含 A)(E) 

電腦犯罪與資
訊安全 

網路應用與安全
(E 再強化) 

資訊安全實務
(E 再強化) 

專業    資通網路(電
腦通訊) 

高見集團資訊相關科目之選讀、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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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不問專業，社群亂提問，容易中招
　　本人亦時常在各個社群關注有志公務員考試之

青年，時有對訊息不甚清楚之考生，提問考試訊息

，但亦常被潛伏之其他補習班人員誤導，殊為可惜

。觀諸109、110年之各類警察考試榜單，高見集

團實顯示亮眼成績（請前往高見公職官網參觀，即

可明瞭）。

　　徐主任創立高漢電子報，即為傳遞正確之資訊

，以即時、有公信力之媒體作為，搭起與有志青年

、社會人士溝通之橋梁，期許共創美好未來；亦呼

籲考生、社會人士善用line客服聯繫。

亦呼籲考生、社會人士善用line客服聯繫

高見集團資訊相關科目之選讀、規畫

高見：＠kaozen 高鋒：@gaofeng 高漢：＠ka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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