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院第 11 屆第 18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98 年 1 月 8 日
壹、考選行政
97 年第 4 季（10 至 12 月）業務檢討及工作計畫重點報告
謹就本部 97 年第 4 季（10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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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公務人員考試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２、研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語言治療師考試規則
草案。
３、研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語言治療師考試規則
草案。
４、研訂國家考試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要點草案。
５、研修國家考試偶發事件處理辦法第 12 條之 1、第 19 條
條文修正草案。
６、研修試場規則第 2 條、第 14 條、第 15 條條文修正草案。
(上述法規之研修（訂）情形詳如附表一（第 12～14 頁）)
（二）已榜示之考試
１、97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民間之公證
人、會計師、社會工作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考試
暨普通考試地政士考試。
２、97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
３、97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
４、97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５、97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及國

際新聞人員考試。
６、97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
７、97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
試。
８、97 年第四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
試。
９、97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
１０、97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第二次司法人員考試。
１１、97 年軍法官考試。
(上述考試辦理情形詳如附表二（第 15～16 頁）)
（三）試務電子化、行政電子化、電腦化測驗暨網路化服務
作業
１、試務電子化作業：
（１）完成本季各項考試試務 e 化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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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原住民傳統名字長度問題，相關試務系統擴增應
考人姓名欄位並全面辦理系統功能增修。
（３）配合考試院證書系統共享檔案交換平臺啟用及考試及
格人員共享檔案格式修訂，擬訂管理規範並修改相關
系統功能。
（４）配合考試院多通路代收證書規費措施，完成專技考試
全部科目免試及格人員管理資訊系統建置。
（５）賡續辦理國家考試閱卷管理資訊系統，依使用者需求
完成下半年系統功能增修事宜，並規劃提供閱卷品質
量化參考指標事宜，提升閱卷效能及品質。
（６）賡續辦理各類考試統計系統統計年報資料異常資料交

叉比對，並完成 97 年度維護擴充案第 1 階段需求驗
收，進行第 2 階段功能擴充作業。
（７）辦理國家考試典試人力資訊管理系統建置案，進行整
合測試及三項考試平行測試作業，完成系統驗收事
宜，並規劃改進典試委員參考名單提列事宜。
（８）推動國家考試申論式試卷線上閱卷，規劃辦理線上閱
卷管理資訊系統委外建置案，以精進閱卷功能、提升
國家考試信度。
（９）規劃辦理「國家考試試務資訊化專案推動計畫」，進
行第一階段工作「國家考試試務整合性管理系統委外
建置案」採購評選作業，籌劃試務資訊化推動專案事
宜。
（１０）辦理試務資訊作業所需電腦軟硬體設備採購，規劃
汰換骨幹核心網路設備，以提升試務網路傳輸效能
及網路環境安全。
２、行政電子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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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帳等行政電子化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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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闈場具阻隔無線網路之終端設備應用軟體驗收作
業，以提升闈場資通安全。
（３）完成社交工程演練計畫，開辦 2 梯次資安宣導課程，
並進行社交工程演練，針對未通過同仁，再施予 1 梯
次訓練課程及再次演練，以增強同仁資安意識。
（４）賡續推動辦理北、中、南、東部考區各項考試試務作
業酬勞劃帳事宜，並辦理試務人力及酬勞管理資訊系

統功能擴充需求採購作業及系統滿意度調查分析報
告。
（５）完成數位課程製作委外服務專案採購作業，就應考
人、一般民眾、命題閱卷、口試委員、監場人員及本
部同仁等使用者，製作優良、精緻且符合 SCORM 規範
的網路學習教材，以提升相關人員之工作素質，並節
省訓練成本。
（６）賡續辦理全球資訊網站設備及資安維運服務，已完成
98 維運委外相關事宜；完成 AAA 無障礙檢測及驗收作
業。
（７）完成公文系統功能擴增案開發事宜，以提升本部公文
時效管理政策，強化稽催管理功能。
（８）完成行政系統整合平台暨線上申辦及薪資差勤系統委
外建置案採購作業，俾利爾後推動線上簽辦及自然人
憑證等無紙化措施，以提高本部行政系統服務效能。
（９）完成庶務管理資訊系統擴充案採購作業，增修 35 項
系統功能，以提升行政資訊化應用效能。
（１０）完成電話語音傳真服務系統建置委外案採購作業，
除汰換原有設備外，並提供更為便利之後端維護介
面。
（１１）賡續配合本部臨時工作人員納入勞動基準法適用範
圍及約聘僱人員慰勞假比照前法，進行本部正式及
臨時人員差勤系統修改及測試作業。
（１２）舉辦國家考試典試人力管理系統測試教育訓練 6 梯
次及系統管理 2 梯次、登記桌線上簽核及擴充功能
3 梯次、主管及承辦人線上簽核及擴充功能操作 3
梯次、97 資訊安全教育 2 梯次，計開辦 5 種課程、

16 梯次合計 418 人次參訓。
３、電腦化測驗暨網路化服務作業：
（１）辦理 97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第四次特種考試航海
人員考試及 98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牙醫師
等 5 類科考試電腦化測驗試務資訊作業及資訊組作
業，簡化操作程序。
（２）辦理 97 年度電腦化測驗應用系統擴充及維護案，提
升系統效能並強化防錯及救援機制；辦理 97 年電腦
化測驗第 3 次試務人力教育訓練，培訓電腦化測驗試
務人員，建立試務人力資料庫。
（３）辦理 97 年電腦化測驗考試期間資訊勞務委外案，並
配合於 97 年第四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航
海人員考試期間，辦理勞務委外、驗證、考後檢討及
文件審查等作業，驗測系統管理員實機演練功能。
（４）辦理電腦化測驗教學光碟拍攝及動畫製作，俾建立數
位學習教材，強化監場人力培訓機制。
（５）賡續規劃新版電腦化測驗系統應試系統及試務系統改
版事宜，包含現行應用系統改版、整體效能調校、考
試期間勞務委外、電腦試場架構重新建置、增加電腦
應試座位 1,600 席及成立電腦化測驗監控中心等。
（６）研提 97 年第二次電腦化測驗電腦試場委外評估案，
以因應牙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籌備北部考區及中部
考區電腦座位擴增事宜。
（７）研提 98 年電腦化測驗委外維護暨擴充案，俾賡續推
動電腦化測驗考試。
（８）賡續辦理國家考試題庫整合資訊系統建置案暨導入
IMS QTI 國際規範，進行第 1 階段系統開發、系統測

試、文件審查、專案進度管控等，並完成第 2 階段需
求訪談事宜。
（９）建置完成題庫整合資訊平台之軟體、硬體設備及網路
維運作業，並辦理驗收事宜。
（１０）完成網路報名系統擴充暨效能調校案第 1 階段建
置，並結合電子化政府ｅ管家之功能，提供應考人
便利、貼心之便民服務。
（１１）完成國家考試網路報名系統分站委外建置案第 1 階
段建置，規劃提供網路報名服務備援及分流機制，
俾利推動網路報名單軌制。
（１２）加強推動國家考試報名網站，97 年網路報名已逾
35 萬服務人次，98 年則逾 12 萬服務人次，完成專
技科目減免全面採線上申請單軌作業。
（１３）辦理網路報名服務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MS，改進異
地監控服務效能、完成營運演練及內部資安稽核作
業，完成 97 年第二次網路報名系統權限控管、後
續審查作業及持續改進措施，俾落實 ISO27001 國
際資訊安全標準。
（１４）完成國家考試結合運用電子化政府ｅ管家第 2 階段
介接，修訂「國家考試網路報名標準作業程序」
，
納入ｅ管家作業程序，以持續提升本部便民效能。
（１５）97 年考試報名費多元代收付委外服務案，規劃推動
繳款單簡併、增辦退費統計作業，並整合電子化政
府全國繳費 Web ATM 平台；辦理報名費多元通路繳
款服務，97 年約 60 萬服務人次，98 年約 19 萬服
務人次。
（四）改進命題技術

１、進行考畢試題品質分析
（１）辦理 95-97 年會計師高等考試試題品質分析共計 18
科。
（２）辦理 95~96 年護理師高等考試試題品質分析共計 20
科。
（３）辦理 97 年第 2 次藥師高等考試試題品質分析共計 8
科。
（４）辦理 97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第 3 次、第 4 次航海
人員考試試題品質分析共計 44 科。
２、委外研究案
完成「牙醫師國家考試電腦化測驗命題參考手冊編製」
及「導遊、領隊人員國家考試試題品質與相關問題之研究」
2 委外研究案期末報告審查。
３、自辦研究案
（１）97 年 6 月完成「 93 年至 95 年國家考試筆試題型統
計分析報告」。
（２）97 年 11 月完成「2008 年國際測驗年會」報告，主要
內容為最新國際測驗與評量方法之發展。
（３）97 年 12 月底完成「社會工作師國家考試試題品質與
考選制度」及「消防設備師（士）國家考試試題品質
與考選制度」之研究。
４、辦理命題技術研討會
97 年 11 月 29 日辦理公務人員口試技術研討會及問卷
調查分析研習成果滿意度及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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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

備

註

形
97 年公務人 完成「成本與管理會計」等 4 科目申
員考試題庫 論式試題 407 題及測驗式試題 2,488
建置計畫

題。

英文科測驗 增補完成高、普考試二等級測驗式試
試題題庫

題 200 題。

國文科測驗 增補完成測驗式試題 587 題。
試題題庫
經濟學、社 合計增補完成申論式試題 162 題及
會工作概要 測驗式試題 979 題。
題庫
（２）專技人員考試
項

目 題

庫

建

置

情

形
獸醫師題庫 增補完成「獸醫傳染病學」等 3 子科
目測驗式試題 778 題，賡續進行「獸
醫實驗診斷學」等 2 子科目試題審查
作業。
醫師題庫

進行試題增補作業，召開「婦產科學」
等 7 子科目題庫命題與審查工作會
議。

牙醫師題庫 建置完成「口腔病理學」等 16 子科
目電腦試題計 2,472 題。
護理助產題 增補完成「產科護理學」等 6 子科目
庫

測驗式試題 1,645 題。

臨床心理師 增補完成「臨床心理學總論一」等 2

題庫

子科目測驗式試題 1,173 題。

營養師題庫 完成題庫小組組設事宜，並召開「生
理學」等 7 子科目題庫命題與審查工
作會議。
呼吸治療師 完成「心肺基礎醫學-生理學」等 2
題庫

子科目審查作業，計增補測驗式試題
924 題；並建置完成「心肺基礎醫學
-生理學」等 6 子科目電腦試題計
1,480 題。

物理治療題 召開「解剖學（概要）」等 8 子科目
庫

題庫命題與審查工作會議。

建築師題庫 召開「建築構造與施工」等 4 子科目
題庫命題與審查工作會議，現正辦理
命題作業，預定建置申論式試題 240
題及測驗式試題 3,400 題。
（３）分別邀請考試委員、測驗學者座談發展改進題庫與提
昇試題品質相關事宜。
２、題庫使用情形
本季配合本部辦理「97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二級考
試」等 7 項考試，提供題庫申論式試題 62.5 科目 590 題、
測驗式試題 139 科目 6,554 題，共計使用題庫試題 201.5 科
目 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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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國際經濟商務人員及國家安全情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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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人，命擬、審查 70 科目，共計 3,860 題。

二、其他重要業務報告
（一）辦理 97 年度考選制度系列三、系列四研討會
依據本部中程施政計畫願景，順應時代脈動，精進考選
制度、方法與技術，97 年度辦理四系列考選制度研討會，系
列三、系列四研討會業分別於 97 年 10 月 3 日、11 月 15 日
辦理竣事，並彙整各界意見編印會議實錄，將供考選政策制
定及考選制度改進參考。
（二）撰擬司法官律師考試改進專案報告，持續推動司法
官、律師考試改進事宜
為因應社會各界關切司法改革議題，本部特邀考試委
員、學者專家、相關機關及公會等產官學界代表，於 95 年 4
月 25 日成立司法官律師考試改進推動小組，由本部政務次
長擔任召集人，經召開 10 次小組會議，就司法官、律師考
試之應考資格、應試科目、錄取（及格）標準及成績計算、
命題及閱卷改進事宜等獲致初步結論，全案經本部再行審慎
研議，擬具司法官及律師考試制度改進專案報告，並於 97
年 12 月 19 日報請鈞院審議。
（三）撰擬國文科考試改進專案報告，持續推動國文科考試
改進事宜
為檢討改進國文科考試，撰擬國文科考試改進推動計
畫，於 95 年 4 月 27 日成立國文科考試改進推動小組，由本
部政務次長擔任召集人，經召開 7 次小組會議，就國文科考
試之試題題型、試題配分比例及測驗題數、命題技術、試題
品質及閱卷方法之改進等各項事宜，達成初步共識。國家考
試國文科考試改進專案報告業於 97 年 11 月 4 日報請鈞院審
議。
（四）研擬公務人員考試全面加考英文案

為提昇公務人員全球競爭力並加強其國際觀，俾與國
際接軌，經會商用人機關，同時考量國際環境發展趨勢、機
關職務屬性及國內英語教育發展等因素，研擬公務人員考試
全面加考英文可行性專案報告，建議採短、中、長期目標逐
步推動。本案業於 97 年 11 月 17 日報請鈞院審議。
（五）研擬因應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
考試陳懿琳等人訴願案撤銷後之重閱事宜，通盤檢討
國家考試相關法制專案報告
本部函陳依典試法第 24 條暨其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 1
等相關規定另組閱卷小組，辦理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陳懿琳等 3 人訴願案撤銷後之重閱事宜
一案，經鈞院第 11 屆第 6 次會議決議，本案個案同意部擬
之重閱處理程序，至通案部分另由部參酌各委員所提意見於
2 個月內通盤檢討後提院會討論。經就本案沿革、現行相關
法規規定、本案爭點及問題進行分析，並參酌鈞院院會委員
發言意見及相關文獻研究，撰擬因應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陳懿琳等 3 人訴願案撤銷後之重閱
事宜，通盤檢討國家考試相關法制專案報告，就法制面及實
務面提出改進建議，俾建構更周延完善之典試法制，維護國
家考試之確定性及安定性，並保障應考人權益。全案將於近
期內報請鈞院審議。
（六）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修正意見調查
為能更廣泛蒐集資料，瞭解各界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法修正之建言，擬針對職業主管機關、相關公（學）
會團體、大專院校及應考人等就考試等級、應考資格提高學
歷及增加工作年資、考試方式、及格方式、誠實條款及各國
專技證照相互認許等議題進行調查，問卷計畫及問卷業經本

部民調小組討論定案，並於 97 年 5 月 27 日函詢各職業主管
機關、相關公（學）會及各大專院校等意見；另應考人部分，
業分別於 97 年 6 月、7 月、8 月舉辦之專技人員考試抽樣調
查意見，業彙整意見調查結果，擬具分析報告，並於 97 年
12 月 25 日提本部民調小組第 42 次會議討論修正通過，其意
見調查結果，將作為研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之參
考。
（七）研究改進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專利師考試選
試科目之公平性
專利師高等考試業於 97 年 8 月 24 日辦理竣事，並於
11 月 11 日榜示，及格人數 37 人，及格率 4.95%。鑒於本項
考試迭有應考人反應選試科目試題難易度不一，影響考試公
平性，本部爰於 97 年 12 月 29 日邀集產官學界召開研商會
議，研擬具體改進措施。
（八）執行國家考試宣導方案
97 年度上半年國家考試宣導，業完成所有 66 場次宣
導工作，成效良好。另於 97 年 5 月 23 日發文各大學校院及
縣市文化局賡續辦理 97 年度下半年宣導事宜，至 12 月 31
日止，計有交通大學等 41 所大學校院提出申請，並於 12 月
24 日完成所有 107 場次宣導。
（九）成立資訊發展推動委員會，加強考選資訊應用發展
為加強本部資訊應用發展，本部特邀請資訊專家、學
者等代表，於 97 年 12 月 16 日成立考選部資訊發展推動委
員會，由本部政務次長擔任召集人。首次會議業於同年 12
月 23 日舉行，除了報告本部資訊發展藍圖外，並就選擇適
當之專技人員考試類科優先試辦申論式試卷電腦線上閱卷
及如何逐步擴大推動實施國家考試電腦化測驗等 2 議題進行

研議，資訊發展推動委員會討論意見將作為本部資訊應用發
展重要參考。
（十）辦理「狀元及第，經驗傳賢-97 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
榜首座談會」
為擴大行銷國家考試，建立公務人員新形象，特舉辦
該座談會。座談會由

院長主持，會中邀請目前位居公務要

職之歷屆榜首 5 人、本（97）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各類科榜
首 124 人及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派員共同參與。座談會中由

院長頒發新科榜首榮

譽狀及狀元杯，並請歷屆榜首 5 人分享公務生涯經驗及本年
度榜首代表 4 人發表心得感想，希達到傳賢之效果，並聽取
與會人員對國家考試及公職制度之建言，俾供未來制訂考銓
政策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