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院第 11 屆第 54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98 年 10 月 1 日
壹、考選行政
98 年第 3 季（7 至 9 月）業務檢討及工作計畫重點報告
謹就本部 98 年第 3 季（7 至 9 月）推動之重要業務成果，提
出重點報告：
一、業務檢討及工作計畫重點報告
（一）法規研修（訂）情形
1、配合民法規定及立法院決議事項，研修公務人員考試法、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修正草案。
2、研修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15 條條文修正草案。
3、研修「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簡任升官等考試類科及應試
科目表」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薦任升官等考試類科及
應試科目表」。
4、研修「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規則」附表「公務人員初等考
試應試科目表」
。
5、研訂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規則、研修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
6、研修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規則附表二（四等
考試應考資格表）
、附表三（三等考試應試科目表）及附
表四（四等考試應試科目表）。
7、研訂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水利人員及水土保持人員考試規
則。
8、通盤檢討研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修正草案。
9、研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聽力師考試規則、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聽力師考試規則。
10、研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牙體技術師考試規則

草案。
11、研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牙體技術人員考試規
則草案。
12、研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規則名
稱及部分條文暨其附表一、附表二。
13、研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規則部分
條文。
14、研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部分
條文。
15、研修命題規則第 6 條、第 12 條條文。
(上述法規之研修（訂）情形詳如附表一)
（二）已榜示之考試
1、9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2、98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引水人、驗船師考試、
普通考試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
人及保險公證人、98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
考試消防設備士考試、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
3、9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4、98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5、9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第一試）
。
6、98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牙醫師、助產
師、職能治療師、呼吸治療師、獸醫師考試暨牙醫師考
試分試考試。
7、98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
8、98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不含牙醫師、助產師、職能治療師）
、中醫師、心理
師、營養師考試暨醫師考試分試考試、98 年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法醫師考試。
(上述考試辦理情形詳如附表二)
（三）試務、行政、電腦化測驗暨便民服務資訊化作業
1、試務資訊化作業：
（1）完成本季各項考試試務資訊作業，適時提供承辦考試
單位各試務階段操作輔導及相關試務資訊統計分析資
料，俾利考試業務應用。
（2）配合考試院證書系統共享檔案交換平臺啟用，辦理管
理帳號權限及操作輔導事宜。
（3）辦理國家考試閱卷管理資訊系統，協助閱卷期間系統
操作，並完成本季系統功能增修事宜，提升閱卷效能
及品質。
（4）辦理各類考試統計系統歷年異常資料交叉比對，並完
成本季系統功能擴充、榜示考試統計倉儲彙轉及例行
維護作業。
（5）辦理國家考試典試人力資訊管理系統上線作業，並依
據使用者需求適時辦理程式功能修改事宜。
（6）賡續申論式試卷線上閱卷推動專案，辦理線上閱卷管
理資訊系統建置計畫招標文件公開閱覽以廣納適格資
訊廠商參與專案投標作業。
（7）辦理國家考試試務整合性管理系統委外建置案，規劃
試務 e 化系統平台印表機使用環境、現行試務資料庫
移轉至試務 e 化整合平台及試務資料加解密處理機制
等，並定期舉行雙週會議檢討進度。
（8）辦理國家考試試務 e 化整合運作平台基礎設施建置案，
以提升試務 e 化整合平台運作效能、強化資訊安全管
理能力及精進試務作業品質。

（9）辦理應考人履歷掃描建檔作業委外建置案，進行試務
歷史資料回溯建檔與應考人證明文件掃描作業，以支
援不同應考資格審查時點之 e 化應用需求。
（10）辦理造字管理系統功能擴充委外建置案，提供 Unicode
與現行 Big5 雙字碼使用環境，並規劃未來之資料轉
碼朝向 Unicode 編碼之目標。
（11）完成閱卷場所、印表操作中心等試務用電腦重新架設
配置，強化資安防毒機制。
2、行政資訊化作業：
（1）完成本季各項考試闈場入出闈資訊設備檢查及設定、
考畢試

題上網、全球資訊網榜示及各組試務作業酬

勞劃帳等行政資訊化作業，適時提供各單位軟硬體操
作輔導及故障排除，俾利各項業務執行。
（2）完成 35 項庶務管理資訊系統及 45 項試務人力及酬勞
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功能驗收作業，提升行政服務效能。
（3）推動數位學習專案，委外製作監場人員回流訓練、國
家考試特色介紹、命題技術博覽會、申論式試卷評閱
簡介及新進人員訓練等 5 門共計 7 小時課程；依專案
進度召開工作協調會及審查會議，所有課程均進入成
品審查階段，並持續進行修正作業。
（4）辦理行政系統整合平台暨線上申辦及薪資差勤系統委
外建置作業，進行系統設計、開發測試及相關文件審
查，並定期召開雙週會議檢討進度。
（5）辦理行政系統主機及備份備援建置委外案採購作業，
引進主機共構及虛擬化技術，提供版本控管、災難復
原等服務，以達伺服設備減量、節能減碳及落實企業
持續營運目的。

（6）辦理全球資訊網系統維護擴充委外案，完成研擬建議
書徵求文件（RFP），進行公告招標程序。
（7）完成公文系統功能擴充需求調查及確認作業，並據以
辦理功能擴充委外案。
（8）配合本部 99 年成立「考選業務基金」
，規劃開發基金
帳務處理系統。
（9）依年度資安計畫，辦理資安課程，強化同仁資安意識；
本季完成研擬社交工程計畫、辦理教育訓練、初測、
再訓練及複測，並撰擬二階段演練成果報告。
（10）辦理本部全球資訊網滿意度問卷調查相關事宜，以提
升全球資訊網服務品質。
（11）配合本部財物管理政策，進行資訊設備清查建檔作業。
（12）舉辦教育訓練，包括 CMMI_ACQ、文鼎中文外字管理系
統伺服器端 3 梯、網路報名系統 6 梯、ISMS、風險
評鑑實務解說、試務人力管理系統 11 梯，共開辦 6
種課程，23 梯次 82 人次參訓。
3、電腦化測驗及網路服務資訊化作業：
（1）辦理 98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牙醫師
等五類科考試及 98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普
考試航海人員考試電腦化測驗試務資訊作業。
（2）研究國家考試建築工程類科及景觀類科繪圖題採電腦
作答，諮詢繪圖軟體廠商專業意見，初步評估採購套
裝軟體及發展客製化軟體等可行性。
（3）辦理 98 年電腦化測驗勞務委外案及電腦化測驗電腦試
場委外評估案，有關承商交付文件及工作項目審核作
業。
（4）辦理 98 年第 3 季電腦化測驗系統委外維護暨功能擴充

案，並完成上半年維護作業驗收，驗證系統功能變更
結果，並舉辦 98 年第二次試務人力教育訓練課程。
（5）完成「電腦化測驗應試系統改版案」公開採購程序，
成立專案推動小組及專案工作小組，召開專案啟動會
議，並審查專案管理計畫書。
（6）撰寫參加 2009 GMAC 電腦適性化測驗國際會議出國報
告，適時學習國際電腦適性化測驗經驗，並瞭解試題
反應理論(IRT)研究趨勢與方向。
（7）辦理「國家考試題庫整合資訊系統建置案」第二階段
驗收作業，並依據使用者需求，持續調整改善系統功
能，並預定於 98 年 10 月 1 日上線。
（8）推動國家考試網路報名，98 年網路報名逾 42 萬人次，
使用比例超過 72%，累計會員人數達 59 萬人，另啟用
網路報名新站服務，推動 CNS27001 國家資安驗證，並
配合網路資源服務點公告等宣導措施，俾利國家考試
全面採網路報名服務。
（9）辦理 98 年國家考試網路報名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並
統計分析問卷調查結果，以改進國家考試網路報名系
統服務。
（10）辦理國家考試網路報名系統分站委外建置案第二階段
驗收作業，完成系統及網域間之整合性壓力測試、虛
擬化主機測試作業等事宜，於 98 年 8 月 4 日起全面開
放網路報名新站服務，並賡續辦理後續擴增軟硬體設
備暨延續設備保固維運採購事宜。
（11）辦理報名費多元通路繳款服務，98 年服務人次已逾
59 萬。
（12）辦理網路報名結合電子化政府ｅ管家服務，應考人註

冊成為 e 管家會員人數共 13,000 餘人，累計提供 e 管
家服務通知約 35 萬筆。
（四）改進命題技術
1、進行考畢試題品質分析
（1）
為應 98 年第 2 梯次公務人員題庫建置所需，完成 9 5~98
年公務人員各類科試題品質分析共計 149 科。
（2）完成 98 年第 1 次醫事人員護理師、護士國家考試試題
品質委外質性分析共計 9 科。
2、研究成果與進度
（1）完成「牙醫師國家考試電腦化測驗命題參考手冊」出
版及分送事宜。
（2）辦理「消防設備師（士）國家考試試題品質與考選制
度之研究」報告印刷出版事宜。
（3）完成「航海人員國家考試試題品質研究」報告印刷出
版事宜。
（4）辦理「警察人員國家考試評量方法與相關問題之研究」
考試方法學者專家座談會。
（5）蒐集「國家考試口試參考手冊」國外參考資料。
（6）完成「國家考試應考資格英語能力採認相關問題之研
究」簽約及撥付第一期款。
3、執行新制司法官、律師國家考試模擬命題及閱卷計畫
（1）召開新制司法官、律師國家考試模擬命題及閱卷計畫
研商會議。
（2）辦理新制司法官、律師國家考試第一階段模擬命題、
審題工作。
（3）召開新制司法官、律師國家考試第一階段模擬命題聯
席審查會議。

（五）建置、使用題庫及辦理測驗式試題臨時命題審查作業
1、題庫建置
（1）公務人員考試
項目

題庫建置情形

98 年公務人員 「法學緒論」等 16 科目題庫小組完
考試題庫建置 成第一階段命題，並陸續進行審查
計畫(第一梯

作業，完成申論式試題 60 題及測驗

次)

式試題 2,600 題。

98 年公務人員 辦理「行政學」等 17 科目題庫新建
考試題庫建置 及整編，均依科目性質成立題庫小
計畫(第二梯

組，刻正進行推薦命題及審查委員

次)

作業，預定 99 年 7 月底前陸續整編
及新建完成申論式及測驗式試題約
計 9,000 題。

英文科測驗題 入闈建置完成高考及普考二等級電
庫

腦試題 2,330 題。

各等級國文科 成立常設題庫小組，召開召集人會
題庫

議，研議題庫建置方式及時程；另
組成專案小組，召開二次會議，研
議建構命題理念及製作試題樣卷等
事宜，預定 99 年 3 月底前完成製作
試題樣卷、召開命題技術研習會及
命題審查工作會議。

新制司法官及 成立常設題庫小組，召開召集人會
律師考試題庫 議，刻正進行命題、審查委員推薦
作業，預定 10 月底召開命題技術研
習會及命題審查工作會議。

備註

（2）專技人員考試
項目

題庫建置情形

獸醫師題庫

入闈建置完成「獸醫傳染病學」等

備註

2 子科目電腦試題 1,711 題。
中醫師題庫

完成「中醫婦科學」等 7 子科目測
驗式試題 1,950 題。

護理助產題庫 完成「內外科護理學」等 2 子科目
測驗式試題 750 題。
呼吸治療師題 辦理「基礎呼吸治療學」等 5 子科
庫

目題庫試題審查作業。

會計師題庫

完成「中級會計學」等 8 子科目申
論式試題 370 題及測驗式試題 633
題。

導遊領隊人員 辦理「民法債編旅遊專節與國外定
題庫

型化契約」等 5 子科目題庫試題增
補作業。

物理治療題庫 完成「肌動學與生物力學」等 2 子
科目測驗式試題 684 題之題庫及電
腦試題；並賡續辦理「心肺疾病物
理治療學」等 4 子科目題庫試題審
查作業。
建築師題庫

完成「營建法規與實務」等 2 子科
目申論式試題 86 題及測驗式試題
1280 題；並賡續辦理「建築結構」
等 2 子科目題庫試題審查作業。

2、題庫使用情形
本季配合本部辦理「98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

普通考試」等 8 項考試，提供題庫申論式試題 27 科目 266
題、測驗式試題 308 科目 13,113 題，共計使用題庫試題 335
科目 13,379 題。
3、辦理測驗式試題臨時命題審查作業
本季配合本部辦理之各項考試，計辦理「98 年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等 5 項考試之測驗式試題臨
時命題、審查工作，聘請委員 77 人，命擬、審查 32 科目，
共計 1,686 題。
二、其他重要業務報告
（一）成立警察人員考試制度改進專案小組，改進警察人員
教考訓用制度
為研擬改進警察特考開放一般教育體系畢業生報考
衍生之問題，及警察特考、基層警察特考適用不同考試規則
引發之爭議，本部除積極籌組警察人員考試制度改進專案小
組，以通盤檢討警察人員教考訓用制度外，並擬具警察人員
考試制度改進方案，規劃警察人員實施雙軌考試制度，全案
經於 98 年 2 月 26 日邀集相關機關及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
校開會研商後，於 98 年 3 月 18 日報請鈞院審議。經提報 98
年 4 月 2 日鈞院第 11 屆第 29 次會議決議交全院審查會審
查，鈞院於 98 年 4 月 28 日、5 月 19 日就本案召開 2 次審查
會審查竣事，審查報告並提 98 年 6 月 4 日鈞院第 11 屆第 37
次會議，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本部業據鈞院院會決議，
於 98 年 7 月 7 日、8 月 28 日、9 月 28 日召開 3 次警察人員
考試制度改進專案小組會議，研商警察特考、一般警察特考
考試方式等相關事宜。
（二）賡續辦理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審議小組事宜
配合國家考試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要點自

98 年 6 月 1 日生效，依該要點第 4 點規定，98 年 5 月 22 日
成立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審議小組，審議身心障礙
應考人申請權益維護措施之案件，並於 98 年 7 月 24 日召開
第 2 次會議。
（三）成立身心障礙人員考試改進專案小組
為就身心障礙人員考試有關職缺評估、考試類別、區
分障別考試、試場設施及考試時間等問題進行全面性檢討，
爰邀請關心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制度改革之學者專家、用人機
關及身心障礙團體代表等，於 98 年 6 月 8 日成立身心障礙
人員考試改進專案小組，並於 98 年 7 月 22 日召開第 1 次會
議。
（四）賡續辦理醫師考試改進推動小組事宜
為提昇醫師考試品質，並與國際醫師考試測驗潮流接
軌，未來醫師考試是否採行 OSCE(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考試)
評量方式，以符醫學教育改革及評量發展趨勢，應有討論空
間，爰於 98 年 9 月 29 日召開第 5 次小組會議。
（五）賡續辦理護理人員考試改進推動事宜
為改進護理人員教考訓用制度，研擬護理人員考試改
進推動小組計畫，並成立護理人員考試改進推動小組，於 98
年 3 月 9 日、5 月 20 日召開 2 次會議，並獲致近程、中程、
長程之改進共識。將依 98 年第 2 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護理師考試、普通考試護士考試結果，籌開第 3 次會
議。
（六）規劃成立技師考試改進推動委員會
為利我國技師考試能符應國內執業需求並與國際接
軌，本部針現行 32 科技師，選擇已具有簽證制度、執業比
例較高、執業人數超過 100 人且其公會團體亦較具規模者，

包含土木工程、結構工程、大地工程、水利工程、測量、環
境工程、電機工程、水土保持、冷凍空調工程等 9 類科技師，
優先邀集產官學界成立技師考試改進推動委員會，並分小組
進行技師考試各項議題之改進，期使教考訓用密切配合，並
利與國際接軌。業擬具技師考試改進推動工作計畫草案，將
俟核定後成立技師考試改進推動委員會。
（七）擬具專技人員考試列考國文科目檢討報告
依 98 年 4 月 30 日鈞院第 11 屆第 33 次會議審議本部
函陳「國家考試國文科考試改進專案報告」案附帶決議 1：
「專
技人員考試未列考國文科之考試是否恢復列考，請部另案檢
討研議，並於 4 個月內提報院審議」
，擬具「專技人員考試
列考國文科目檢討報告」
，並於 98 年 9 月 7 日報院審議。
（八）研商航海人員考試全部改由交通部辦理事宜
自 93 年起航海人員 16 類科考試，其中 12 類科改由
交通部辦理，本部僅辦理一、二等船副及一、二等管輪類科
考試。基於船員法並無航海人員應經考試及格之明文或授權
規定，且同受國際公約規範之漁船船員、船舶電信人員，業
分別於 96 年、97 年全部改由職業主管機關統一辦理其執業
資格取得及發證事宜，爰於 98 年 9 月 16 日邀集產官學界召
開研商會議，初步決議航海人員一、二等船副及一、二等管
輪考試，自 101 年 1 月 1 日開始，改由交通部辦理，惟基於
信賴保護原則，舊案於科別及格制保留期間（101、102、103
年）由本部賡續辦理；至相關細節將由交通部及本部成立銜
接小組再行商討。
（九）辦理 98 年度考選制度研討會
98 年 9 月 18 日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合
辦系列一「國家考試職能評估方法與標準之建立研討會」
。

另籌辦 98 年 10 月 9 日與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合辦系
列二「部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納入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可
行性之研究研討會」
。
（十）執行國家考試宣導方案
賡續辦理本部國家考試宣導赴各校及各縣市文化局
宣導事宜，於 98 年 6 月 1 日函詢下半年度申請派員宣導事
宜，至 9 月 30 日止，計有中山醫學大學等 43 所大學提出申
請，業完成 7 場次宣導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