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院第 11 屆第 264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2 年 12 月 12 日

壹、考選行政
國家考試試題疑義採行單軌線上申請方式可行性報告
一、前言
為提升服務應考人及減省應考人申請試題疑義成本，本
部於 100 年積極規劃試務系統間之整合，讓應考人可透過網
路報名系統申請試題疑義，並自 100 年 6 月警察及交通事業
鐵路人員特種考試正式啟用。為建立法源依據，同年 8 月 10
日經鈞院修正發布「國家考試試題疑義處理辦法」第 2 條規
定「應考人對筆試試題或公布之測驗式試題答案如有疑義，
應於該次考試全部筆試結束之次日起五日內，以下列方式之
一……申請，同一道試題以提出一次為限：一、登入考選部
國家考試網路報名資訊系統，填具申請試題疑義相關資料，
並上傳佐證資料。二、以書面填具試題疑義申請表(格式如
附表一、二)，以限時掛號專函(郵戳為憑)提出。……」
，自
此，應考人對於本部舉辦之筆試考試試題或測驗題答案有疑
義者，除可至本部全球資訊網下載試題疑義申請表，填寫疑
義理由及附上佐證資料以紙本郵寄至本部外，亦可直接以登
錄國家考試網路報名系統填寫疑義理由上傳佐證資料方式
申請，使應考人申請試題疑義更為方便、多元；透過網路申
請試題疑義者，其所提之試題疑義還可直接透過網路查詢試
題疑義處理結果。
二、現況分析
鑒於國家考試試題疑義向以測驗式試題為大宗，申論式
試題提出之疑義題數比率甚低(以 101 年各項國家考試為例
，應考人所提出之試題疑義題數總計 2,615 題，其中申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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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75 題、測驗題為 2,540 題，分別占總疑義題數的 2.87%
及 97.13%)，爰本報告係以測驗式試題為分析基準。經統計
100 年 6 月至 102 年 7 月本部舉行之各項考試，提出測驗式
試題疑義之應考人數計有 5,404 人，其中採紙本申請者 1,636
人，占 30.27%，採線上申請者 3,661 人，占 67.75%，採紙
本及線上 2 種方式併提者 107 人，占 1.98%(詳如附表)。進
一步以年度作分析，100 年 6 月至 12 月採線上或線上併同紙
本雙軌提出試題疑義的比率為 50.47%，101 年為 73.85%，102
年截至 7 月為 79.45%，顯示採線上申請試題疑義人數比率有
逐年增加的趨勢。另就最近一年(101 年 8 月至 102 年 7 月)
本部舉行之各項考試採線上申請(含線上及紙本併提出者)
試題疑義人數比率，予以分類說明如下：
(一)達 80%以上者：101 年司法人員特考(91.26%)、102 年初
等考試(85.10%)、102 年關務人員等特考(96.55%)、102
年驗船師等考試(81.82%)、102 年警察、鐵路人員特考
(80.86%)、102 年公務人員高普考(81.08%)、102 年第
二次醫師等考試(89.38%)，計有 7 項考試。
(二)達 70%~80%者：101 年外交人員等特考(75.00%)、101 年
原 住 民 族 特 考 (77.78%) 、 101 年 建 技 人 員 等 考 試
(79.22%)、101 年地方特考(78.99%)、102 年第一次醫
師等考試(79.05%)，計有 5 項考試。
(三)達 60%~70%者：101 年律師、會計師等考試(67.65%)、
102 年導遊領隊人員考試(68.86%)、102 年第二次牙醫
師等電腦化測驗考試(68.16%)，計 3 項考試。
(四)60%以下者：102 年第一次牙醫師等電腦化測驗考試
(57.83%)、102 年身心障礙人員特考(48.15%)，計 2 項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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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無試題疑義)：101 年高考一、二級考試、101 年
警察升官等考試，計 2 項考試。
上述考試中，有 12 項考試高達 7 成以上應考人以線上
申請試題疑義，僅 102 年身心障礙人員特考，以線上申請疑
義之人數比例偏低未達 50%。
102 年身心障礙人員特考提出試題疑義人數為 27 人，其
中採紙本申請者 14 人，占 51.85%。為瞭解渠等不以線上申
請之原因，本部乃以電話一一詢問，結果如下：不知道可用
線上申請者計 7 人，上傳未成功者計 3 人，認為紙本較安全
者計 2 人，没有網路者 1 人，另 1 人則未接聽電話；經進一
步詢問渠等未來是否會配合採行線上申請試題疑義，僅 1 人
表示不會，其餘 12 人均表示會配合採行線上申請試題疑義
。從前揭資訊顯示，本項考試大多數應考人係因未留意可採
線上申請之資訊或因系統操作不熟悉等因素而未採行線上
申請。因此，未來如要全面推動單軌線上申請試題疑義，經
過逾二年的紙本及線上雙軌併行後，全面採行單軌線上申請
試題疑義時機業已成熟。
三、紙本與線上申請試題疑義之優缺點分析
本部自 100 年 6 月開始採行線上及紙本雙軌方式受理應
考人提出試題疑義，由前揭統計資料顯示，採線上申請試題
疑義人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茲將紙本及線上申請試題疑義
之優缺點分述如下表：
紙本與線上申請試題疑義之優缺點分析表
採行
優
點 缺
方式
紙本 一、對於應考人：
一、對於應考人：
申請 (一)維持紙本作業，無須學 (一)增加郵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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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習新的申請方式。
(二)佐證資料量大小(多寡
)不受系統容量大小限
制。
二、對於受理單位：
佐證資料非影像檔，較
為清晰可辨。

線上 一、對於應考人：
申請 (一)無須郵寄掛號費用。
(二)節省應考人使用紙張
及影印紙張成本。
(三)試題疑義申請期間系
統提供 24 小時不中斷
服務機制，爰提出疑義
時間可不受假日及上
班時間的影響。
(四)無須重新填寫基本資
料。
(五)受理期限顯示於系統
上，具提示作用，避免
應考人逾期才提出。
(六)應考人可直接透過網
路報名系統，查詢其所
提之試題疑義處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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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紙張及影印費用。
(三)提出試題疑義時間，受
郵局營業時間限制。
(四)必須填寫應考人基本
資料。
二、對於受理單位：
(一)受理試題疑義時，必須
重新登打應考人基本
資料、試題疑義科目代
號與題號，佐證資料編
號及影印等整理作業
，相當費時。
(二)試題疑義受理截止日
如遇假日，須順延受理
期限，致影響試題疑義
處理時效。
一、對於應考人：
每題佐證資料最大容
量為 30MB，應考人須
精簡佐證資料內容或
另以限時掛號寄出紙
本資料。
二、對於受理單位：
有些佐證資料清晰度
不足。

果。
二、對於受理單位：
(一)受理期限截止日期，不
受國定假日及郵遞時
間影響，有助於掌控試
題疑義處理時效。
(二)系統直接接收，減少郵
寄等待時間。
(三)應考人入場證、姓名、
地址及試題疑義科目
代號、題號由系統自動
帶出，無須重新登打，
節省疑義處理時間。
(四)系統直接按疑義題號
彙整應考人資料，便於
疑義資料整理。
從上述紙本及線上申請試題疑義優缺點觀之，除佐證資
料清晰度與容量較為受限外，線上申請試題疑義對於應考人
及受理單位而言，確實較紙本申請更具效益。
四、結論與建議
鑒於本部目前辦理之各項考試均已全面採行網路報名
作業，又實施線上申請試題疑義作業迄今已逾 2 年，應考人
已漸熟悉本項作業，且有增加使用之趨勢，實務上亦無接獲
應考人反映因系統限制(30MB)而須以掛號寄出紙本佐證資
料。目前各項考試結束後所召開之試題疑義會議，已儘量不
再提供紙本之試題疑義資料，多半係於會前通知與會委員自
行至考選部網站先行下載研閱；召開試題疑義會議時，則由
本部提供筆記型電腦供與會委員查閱，不再列印書面資料。
是以，為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策及提升國家考試 e 化作業效
益，試題疑義的申請，似可考量由雙軌制改為線上申請單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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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本項單軌線上申請作業因涉及「國家考試試題疑義處理
辦法」之規定，若能獲致各位委員支持，本部將儘速研修該
辦法，俟法制程序完備後即可全面實施單軌線上申請試題疑
義作業，並於應考須知及相關新聞稿加強對應考人的宣導及
說明，另本部全球資訊網之「便民服務/常見問答/網路報名
專區」項下，業已公布全國村里辦公處計 1,239 個公共資訊
服務點，應可解決城鄉數位落差之疑慮及加強對資訊設備不
足民眾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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