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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民國 99 年以前各項考試試務支出係以公務預算支應，採收支
併列性質，執行賸餘繳交國庫。惟根據立法院審議 98 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決議，該預算經執行後如產生賸餘，應研擬成立特種
基金保留轉入次年度作為試務工作或題庫建置經費，以維考試權
益。考選部為統合試務資源之有效運用，爰於 99 年分別依公務人
員考試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設置考選業務基金，以提
升國家財政負擔之公平性，善用公共資源，與確保考試品質。本
部近幾年全力推動考試改革，提升命題、閱卷品質，投入大量人
力與費用，惟自 102 年，報名人數由 101 年 79 萬人下滑到 102 年
68 萬人，並有繼續減少之趨勢，基金收入亦隨之減少。況國家考
試報名費迄今已 10 年未調整，依現行收費標準計算報名費收入及
各年（預估）成本，短絀情形已逐年加重，如未能增加報名費收
入，將立即面臨無法支付各項考試試務支出之窘境。
二、 「命好題、
命好題、閱好卷」
閱好卷」典試試務興革事項
國家考試旨在掄取合格合用人才，本部除了心中有考生外，
亦兼顧用人機關業務，並滿足社會專業需求等多重考量，施政重
心更將「命好題、閱好卷」列為業務主軸，爰積極推動並陸續完
成相關典試試務改革，茲摘述如下：
（一） 建立核心職能及研訂命題大綱：本部積極會同各公務機關
與相關產業團體辦理國家考試職能分析工作，並研訂命題
大綱，使試題範圍與品質更為公正客觀，並符用人機關及
社會需求。
（二） 建立參考答案與評分標準範例：為提升命題、閱卷之品
質，本部經邀集測驗學者專家研議建立國家考試申論題各
類型參考答案及評閱標準優良示例，以提升評分信度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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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三） 落實召開試卷評閱標準會議：各項考試於試卷評閱前，邀
集各組召集人、典試委員、命題委員及閱卷委員共同商定
評分標準，以維考試公平。
（四） 推動平行兩閱：為降低主觀影響，確保閱卷之客觀與公平
性，並維護應考人權益，除建築師考試「建築計畫與設計」
等特定科目持續採平行兩閱方式評閱外，自 100 年起之司
法官及律師考試第二試法律專業科目全面採行平行兩閱
方式，並逐步推動至其他考試科目，以提升閱卷品質。
（五） 建立結構化口試標準化作業：為落實口試之篩選機制，提
高口試之信度及效度，本部積極檢討現行口試作業程序，
並建立相關作業基準，期發揮口試效能，拔擢適任人才。
（六） 建立典試人力專家審查機制並落實紀錄：國家考試每年須
仰賴 3 千餘位學者專家投入典試工作，本部除積極充實典
試人力資料庫，並建立專長審查機制，落實典試人員服務
紀錄，以奠定國家考選制度根基。
三、 考試成本逐年增加
考選業務基金主要財源為應考人繳交之報名費，該報名費收
入主要用於各項辦理考試費用，為配合提供應考人優質化之服
務，及進行前開相關典試試務改革，試務成本爰隨之增加。茲列
舉各項成本增加原因如下：
（一） 外部因素：近 10 年來國家考試報名費未曾調整，惟油電
等原物料成本提高，人力、交通成本亦隨之攀升，經查消
費者物價指數（基期：民國 100 年=100）92 年累計平均為
89.39，102 年已達 102.74，期間該指數已大幅攀升。
（二） 內部因素
1.提高命題、閱卷工作酬勞
申論題、測驗題命題費及閱卷費自 93 年調整後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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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予調整，屢有命題、閱卷委員反映命題、閱卷酬勞偏低，
應予提高，立法院審查本部預算時，亦持相同見解。本部
自 98 年起遵行前開立法院決議，召開多次研商會議決議
修正「考選部各項考試工作酬勞費用支給要點」，提高命
題及閱卷酬勞，並自 100 年 11 月起實施，經計算 101 年
本項支出較 100 年增加近 1,700 萬元，各類試題每題命題
費平均約增加 77%，申論題每份試卷閱卷費平均約增加
15%。
2.促進試務資訊化，簡政便民，減輕應考人報名負擔
為邁向電子化政府之施政目標，本部自 101 年起全面
採行網路報名單軌化作業，並推動介接內政部戶役政系統
查驗基本資料，建置學歷交換平台，委請高中（職）及大
專院校協助查驗學歷，俾達網路報名全程無紙化政策目標。
3.增設考區，租借場地，便利應考人
為服務各地應考人，考量地區衡平性、人力與物力之
調度及偏遠地區、離島需求的特殊性，並兼顧地方政府負
荷等因素，99 年起陸續增設考區，每一試場租借費用亦應
出借學校需求予以提升，經計算 101 年各學校場地租借支
出較 100 年增加近 800 萬元。
4.夏季開放冷氣教室，提升應試環境
本部為提供良好應試環境，克服洽借冷氣學校教室之
困難，以不增加應考人報名費之前提下，自 100 年起於 7、
8 月暑假期間舉行的 4 項國家考試開放冷氣教室，經計算
100 年起開放冷氣教室費用每年約增加 700 萬元之支出。
四、 為照顧弱勢，
為照顧弱勢，報名費減半收入
為加強照顧身心障礙應考人，本部除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
民族考試報名費依規定數額一律減半優待外，另自 101 年起免收
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報名費。又自 98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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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普通考試起，各類公務人員考試（升官等、升資考試及軍官轉
任公務人員考試除外）
，凡屬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之應考人均
已適用報名費減半措施。據統計 99 年至 101 年度收支情形，100
年度賸餘數較 99 年度減少 2,722 萬元，101 年度賸餘數較 100 年
度減少 2,548 萬元，顯示基金賸餘逐年下降。另統計 102 年公務
人員考試與專技人員考試等各項考試報名人數，已較 101 年減少
約 10 萬人，如以普通考試報名收費標準 1,000 元計，估計減少收
入約 1 億元。又統計 103 年第 1 季考試報名人數亦較 102 年同時
期減少約 7 萬人，自 102 年迄今，基金收入累計巨幅減少近 1 億 7
千萬元。
五、 調整報名費之
報名費之迫切性及調整原則
迫切性及調整原則
（一）考量因素：本於基金設置應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為使考
試收費標準更為合理公平，本部除依法考量辦理考試費用、
成本變動趨勢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等影響因素外，並
經諮詢會計學者及專業會計師，於檢視相關分析資料後，建
議報名費應有整體結構性之調整，以當次辦理試務項目（如
審查整理報名表件、製備試題試卷、命題閱卷、租借考試場
地、試務人員等費用）及常態人事、設備、資訊、題庫建置
成本等納入評估。
（二）調整原則
1.本次報名費調整依考試性質、考試等別及考試方式進行整
體規劃，並以經濟穩定時期常態國家考試報名人數在 55 萬
人左右，3 年內基金收支不致短絀為近程目標。
2.依考試性質
考試性質：分為公務人員考試與專技人員考試兩類，其
考試性質
中公務人員考試再區分為初任人員考試（高考一二三級、
普考、初考及相當等級之特考）與現職人員升等考試；專
技人員考試再區分為電腦化測驗與紙本測驗。
3.依考試等別
考試等別：公務人員部分之初任考試較現職人員升等考
考試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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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低，高考一二級較高考三級、普考高，初等考試維持現
行收費標準。專技人員考試屬個人專業證照考試，較公務
人員考試高，電腦化測驗較紙本測驗高，普考導遊領隊人
員考試維持現行收費標準。
4.依考試方式
考試方式：前開調整均屬筆試報名費，對於屬分試辦理
考試方式
之不同考試方式，如口試、體能測驗、實地考試等，則另
行分段收費。
茲就各類考試試務成本、現行收費基準及擬調整基準摘錄如
下表：
類別
公務人員 高考

等級
一二級
三級

試務成本(每人) 現行收費基準
2550 元
1100 元
1360-2420 元
1100 元
1360-2420 元
1000 元
980 元
800 元
2030 元
1100 元
1000 元
800 元

調整收費基準
1600 元
1400 元
1300 元
800 元(不調整)
1800 元
1600 元
1400 元

普考
初考
升等
簡薦任
（係現 員級
職人員 佐級
考試）
口試
1820-6440 元
無
800 元
體能測驗
1580-2500 元
無
600 元
專技人員 高考
電腦化測
2120-2270 元
1100 元
2000 元
驗
高考
紙本測驗
1620-1820 元
1100 元
1800 元
普考
一般考試
1000 元
1600 元
普考
導遊領隊
1030 元
1000 元 1000 元(不調整)
考試
特考
士生級
1620-1820 元
1000 元
1600 元
口試
1820-6440 元
無
800 元
註：1.司法官及律師筆試第一試每人每次 800 元；第二試 1500 元。
2.口試及體能測驗試務成本含場地設備租借、口試與測驗委員及試務人
員工作費。
3.其他特殊考試或多元考試方式報名費，不納入本表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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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各類考試每人試務成本係以 102 年國家考試成本計算，
考量 102 年起報名人數相較 101 年報名人數高峰已大幅下滑，且
有繼續下滑趨勢，其單位成本勢必隨報名人數減少而逐步攀升。
又查目前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及臺灣金融研訓院等辦理考試機構，
所收報名費經換算為單一科目費用後，如以 8 科計算，費用約為
1,560 元至 3,220 元，均比本部現行收費為高。本次調高費用後，
僅先以短期內基金不致短絀為優先考量，實尚難以完全反映試務
成本。
六、 結論
為勉力維持基金正常運作，本部自 101 年 12 月起就考選業務
基金運作成立專案小組，持續切實檢討各項試務支出，掌控各項
考試成本，並本於興利原則，妥善基金相關營運管理，推動各項
節流措施。又本部於 102 年 8 月 15 日就考選業務基金運作情形提
報考試委員座談會時，考試委員深切關心本部基金運作，並建議
本部考慮由多元化收取報名費之角度思考。且公務人員考試法甫
於本（103）年 1 月 22 日經總統修正公布，業將中低收入戶納為
報名費得予減少之適用對象。爰調漲國家考試報名費，於現今國
家財政困難之時，有其迫切需求，俾考選業務健全運作。未來本
部當在現有基礎上，繼續創新改進，謀求各項考政工作之精進，
以選拔知能與才識兼備之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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