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院第 11 屆第 180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1 年 3 月 22 日

壹、考選行政
國家考試職能分析推動成果
本部前將「推動並建立職能指標」一項列入中程施政
計畫(98 至 101 年度)內容，於 98 年委外研究，並於 99 年
召開相關議題研討會，嗣配合鈞院『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
案』第三案「精進考選功能、積極為國舉才」，與『強化
文官培訓功能規劃方案』第一案「增加錄取名額 落實選
訓功能 完善考選機制」之具體建議（二）「建立各類科
核心職能，並據以強化考試與錄取人員訓練內涵」之政策
方向，積極推動國家考試職能分析工作。
本案推動工作預定分 2 年 5 梯次辦理竣事，由本部邀
集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銓敘部、教育部、各職組職系類
科主要用人或主管機關或特考用人機關共同研商，全面建
立各類公務人員及專技人員專業核心職能，據以建置客觀
之能力指標，以強化我國人力素質之篩選機制，提升國家
競爭力。自 100 年 4 月開始推動以來，深獲各公務機關與
相關產業團體之配合與推崇。謹簡述各梯次之作業流程如
下（工作進度詳如附表）：
（一）本部召開職能分析推動委員會，確認各主管部會辦
理類科。
（二）各主管部會選定幕僚種子人員參與本部舉辦之種子
人員訓練課程。
（三）各主管部會洽請相關學者、專家或公會代表，召開
職能分析工作小組會議，研擬相關表件草案，並檢
討研提關於應考資格、考試方式、應試科目及訓練
實習等修正建議，俾提送職能評估小組會議審議。
（四）本部召開職能評估小組會議審議職能分析表件。
（五）本部召開職能分析推動委員會審閱職能評估成果。
1

一、第一梯次辦理成果（100 年 4 月至 101 年 2 月）
本梯次各類科業完成職能評估及審議，所提相關建議
事項，擬供教、考、訓、用等各項作業規劃參考。共計辦
理完成 24 類科：
主管部會
教育部
經濟部

財政部

工程會

類科
類科數
公務高考教育行政、技職教育行政、
4
國際文教行政、圖書資訊管理
公務特考商標審查、紡織工程、控制
9
工程、光電工程、資訊工程、物理、
一般化工、藥學檢驗、冶金工程
公務特考關稅法務、關稅會計、關稅
7
統計、紡織工程、輻射安全技術工程
、船舶駕駛、輪機工程
公務高考土木工程
4
專技高考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
師、大地工程技師

二、第二梯次辦理情形（100 年 8 月至 101 年 6 月）
擬定內政部（警察特考及公務高考等相關類科）、交
通部（專技高考相關類科）、經濟部（公務高考相關類科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巡特考相關類科）及國史館（
公務高考史料編纂類科）為主管機關，辦理類科達 29 類科
。於 100 年 8 月 26 日召開推動委員會會議，同年 9 月底辦
竣種子人員訓練課程後，即展開為期 4 個月之職能分析作
業。目前各職能分析工作小組均已完成職能分析表件研訂
階段，刻正接續進行職能評估作業。
主管部會
內政部

類科
類科數
公務高考地政、景觀
15
公務特考行政警察人員、外事警察人
員、刑事警察人員、公共安全人員、
2

交通警察人員(交通組)、交通警察人
員(電訊組)、警察資訊管理人員、刑
事鑑識人員、國境警察人員、警察法
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犯罪防治人
員(預防組)、消防警察人員
交通部
公務高考交通技術
專技高考交通工程技師、驗船師、引
水人
經濟部
公務高考企業管理、國際經貿法律、
工業行政、商業行政、智慧財產行政
行政院海岸 公務特考水上警察人員、海巡行政、
巡防署
海巡觀通監控、海洋巡護
國史館
公務高考史料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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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賡續推動第三梯次作業（101 年 2 月至 101 年 12 月）
擬定內政部等 11 機關為推動範圍之主管機關，預定辦
理類科共計 53 類科，其中公務高考 23 類科、公務特考 21
類科與專技高考 9 類科，辦理期程於本年 2 月起進行至 12
月止。預定 3 月辦理種子人員訓練課程，4 月至 7 月進行職
能分析作業，8 月至 11 月進行職能評估作業，各類科所有
評估成果於 12 月提報推動委員會審議。
主管部會
內政部
司法院

類科
類科數
公務高考戶政、一般民政、宗教行政
3
公務特考司法官、公設辯護人、公證
10
人、觀護人、司法事務官、法院書記
官、法警、執達員、錄事、庭務員
外交部
公務特考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
3
員、國際新聞人員
行政院主計 公務高考統計、會計
2
總處
行政院金融 公務高考金融保險
2
3

監督管理委 專技高考會計師
員會
行政院農業 公務高考水土保持工程、林業技術、
委員會
養殖技術、漁業行政、漁業技術
專技高考水土保持技師、林業技師、
水產養殖技師、漁撈技師
行政院環境 公務高考環保技術、環境檢驗、環保
保護署
行政、環境工程
專技高考環境工程技師
法務部
公務高考法律政風、財經政風、法制
公務特考行政執行官、檢察事務官、
監獄官、公職法醫師、鑑識人員、執
行員、監所管理員、調查人員
專技高考律師
財政部
公務高考財稅行政、公產管理
經濟部
公務高考水利工程
專技高考水利工程技師、專利師
審計部
公務高考財務審計、績效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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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展望
本項推動計畫目標係為使國家考試更具信度及效度，
爰配合國家社會需要，釐清人力發展方向，導入「職務能
力指標之分析與評估」之社會科學方法，利用建立職務能
力指標作業程序及評估流程，據此完成各類科所需工作能
力分析，具體落實配合修訂應考資格、應試科目及命題大
綱等作業，並作為教、考、訓、用等各項作業規劃參考。
本項推動工作仍持續緊密推動中，在近一年來與各機關之
溝通及協調下，業初步凝聚共識及具體成果，感謝各位委
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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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試動態
一、辦理 101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
領隊人員考試入闈製題工作
本考試定於本（3）月 24 日至 25 日分別在臺北、新竹
、臺中、嘉義、高雄、花蓮、臺東、澎湖、金門、馬祖等
10 考區同時舉行，總計報考 118,871 人，題務組工作人員
業於本（3）月 15 日上午在本部第一試務大樓 7 樓闈場入
闈，由蔡典試委員長良文主持，在吳監試委員豐山監視下
，辦理本考試各科目試題之繕校、印製及裝封等工作。
二、舉行 101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典試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本項考試典試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業於本（3）月 19 日
上午 11 時在本部行政大樓 4 樓會議室舉行竣事，由黃典試
委員長俊英主持，林監試委員鉅鋃列席，會中審查本項考
試總成績及決定錄取標準等有關事宜，並推請邊典試委員
裕淵及歐典試委員育誠於會後陪同林監試委員監督辦理開
拆及核對彌封姓名冊等工作。總計報考 69,578 人，全程到
考 51,728 人，錄取 639 人，錄取率為 1.24%，並已於同月
21 日上午 10 時在國家考場公告欄及本部全球資訊網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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