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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銓季刊 

論政黨輪替後考選體制之變革 

                        

 

蔡良文 

摘要 
二○○○年總統大選，中央政府首次政黨輪替，輪替前後考選體制產生若干變

革，本文首敘政黨輪替前後之考選體制之發展脈絡，諸如：考試院第九屆施政綱領要

項、考選部陳前部長、吳前部長、劉部長之施政作為；並就輪替後之考選體制參照新

政府再造白皮書政策方向，暨配合政府改造委員會會議結論進行的變革，也論及考試

院舉辦「政府人力運用彈性化計劃方案公聽會」，所獲得各界意見供參考；最後，針

對政黨輪替後主要之考選體制變革，分從組織再造、公務人員考試改為資格考試、考

試之信度與效度、授能與分權化、照護弱勢團體之公職服務等方面，提出檢討評估。

當然，為期政策之執行，必須爭取考試院院會成員之支持，共同取得國會的認同方能

致之。 

 

關鍵字詞：政黨輪替、考選制度、考選體制、考試方法、政府再造、身心障礙人員特

考、原住民行政暨技術人員考試、行政法人、任用法、資格考、授能分權、信

度、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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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考試制度在我國已有極為悠久的歷史，其

源可以上溯隋唐。而歷朝開科取士，使平民可

為卿相，促進上下階層流動，政局趨於穩定，

其功效甚大，且為西方效法。考試院於民國十

九年成立以來，舉才無數，為國家建設，提供

良好人力資源。由於考試制度之公平性，頗受

國人信賴，故中央社曾報導群我倫理促進會一

項有關社會信任度的民意調查顯示：在所有政

府機關中考試院最受民眾所肯定。 

公務人力資源是國家的資產，不是特定政

黨或個人所有，公務人員的選拔是公開、公

平、公正的，政務人員的甄選是應有政策思維

的，是勇於任事的，是能體察自由、民主、有

擔當、有格局的代表者，不是特定領導人廣植

自己人脈的籌碼，整個文官體制必須是被要求

建構專業性、代表性、倫理性、回應性

（responsive）、負責任（responsible）以及前

瞻的公職形象。 

復以依憲法規定考試權獨立運作與任官須

經考試，而整個國家考試制度之設計，在面臨

多元價值衝擊，其功能定位，應作必要調整。

尤其在民國八十九年總統大選後，中央政府首

次政黨輪替，是年五月二十日原考試院所屬部

會首長全部辭職。劉部長初枝接任吳挽瀾先生

出掌考選部部長，吳部長容明接任邱進益先生

任銓敘部部長，周主任委員弘憲接任林基源先

生出任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二年後，

考試院第十屆姚院長嘉文、考試委員及秘書長

就職，展開考銓人事全新的一頁。本文僅擬就

政黨輪替前後之考選體制，略予評述其變革，

以供各界參考。 

貳、政黨輪替前之考選體制分析 

在分析政黨輪替前之考選體制不能忽略考

試院第九屆施政綱領，且以考試院第九屆院

長、副院長（關副院長中於民國八十九年三月

十九日即請辭）、考試委員均有任期，所以在

探討政黨輪替後之二年內亦必須加強分析。茲

以施政綱領總綱所揭櫫之要項共有十項，其中

直接或間接與考選相關者有六項茲分述如次： 

（一）健全文官制度，檢討修訂考銓法規，改

善考銓措施，加速行政革新，促進國家

發展。 

（二）考察及研究各國人事制度，舉辦研討會

議，以改進我國人事制度及考銓業務。 

（三）加強與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之聯繫溝

通，並實地考察瞭解各機關考銓業務，

以發揮協調統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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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全考銓制度，改進考試方式及技術，

貫徹公正、公平、公開競爭原則，以掄

拔優秀人才。 

（五）研究建立教、考、訓、用結合之制度，

提昇公務人員及專技人員素質，以配合

機關用人及因應社會需求。 

（六）加強院、部、會、局資訊網路整合運

用，以提昇考銓行政效能及決策品質。 

再者，考選部為因應政府再造與人事法規

鬆綁政策，民國八十七年九月一日提出改進方

向（許水德，1998:4-5）： 

（一）賡續改進考試方法 

（１）改進各種考試方法：公務人員考

試，除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及部分類科

增加口試或實地考試外，均採筆試方式辦理。

未來將繼續配合用人機關需求，就筆試、口

試、測驗、實地考試、審查著作或發明或知能

有關學歷、經歷證明及論文等不同考試方式，

選擇最合適的考試方式辦理，以選拔優秀人

才；另未來亦將研擬改進各種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方式，並朝彈性決定錄取標準之方向

改進，以提高各類人員之執業品質。 

（２）試題內容活潑化及彈性化。國文科

命題內容未來將在現行之論文及公文外，增加

閱讀測驗或翻譯，以提昇考試的公平客觀性。 

（３）為使政府機關所規劃、擬訂的政策

方案能具前瞻性，並切合社會的需要，未來將

研究改進現行高考一級考試方式、應試科目之

內容，以吸引高學歷人才進入政府機關服務，

使受過高等教育與學術訓練的人才參與政策的

規劃與研訂。 

（４）適時籌辦有關考選制度與國家發展

之研討會，以廣泛聽取學者專家對考選法制、

考試方法與技術的興革意見，期使考選業務力

求突破與創新。 

（二）賡續精進考試技術 

（１）全面檢討各種考試應考資格，避免

過嚴或過寬；對於現行部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限制未役男性應考人不得報考之規定，亦應檢

討修正，以維應考人權益。 

（２）為增進題庫使用效益，擴大試題來

源，改進試題品質，提昇考試公平性，末來將

依各應試科目之學科性質及其使用次數等情

況，適時列入題庫新建或整編計畫。 

（３）在試務工作零缺點的前提下，縮短

試務流程。目前各項國家考試之試務工作已全

面電腦化，未來將在電腦科技之協助下，儘量

縮短試務流程，使應考人及早得知考試的結

果，以提昇行政效率。 

（４）為擴大延攬命題委員，未來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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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年度各項考試各科目考試次數，請相關大

專校（院）長推薦優秀學者擔任典試工作；或

儘早遴聘命題委員，使渠等有較充分的時間命

擬試題，以提昇命題品質。 

（三）賡續提昇行政效率，服務應考人 

（１）為使考試資訊廣為周知，吸引優秀

人才參加國家考試，舉凡與應考人有關之考試

資訊，均應透過全球資訊網站、語音服務等系

統隨時更新最正確、迅速之內容，以滿足應考

人之需求。 

（２）時存「心中有考生」的理念，有關

考試日程、試場地點、試務流程等事項之安

排，未來應賡續設身處地為考生設想，經由抽

樣調查等多元化的管道掌握應考人需求，提供

良好的服務措施。 

（３）賡續檢討增設考區，以應考人在不

同地區應試所產生之不同社會成本作為分析基

礎，針對應考人數較多或性質特殊之考試，協

調地方政府提供試務人力及場地，逐步檢討增

加考區設置地點，俾利應考人就近應試。 

最後，民國八十八年二月一日陳金讓先生

榮任國民大會副議長，原考試院秘書長吳挽瀾

先生接任考選部部長，渠就職時提出六大施政

方針如次（吳挽瀾，2000:4-6）： 

（一）法規現代化，配合政府再造，健全

考選法制；（二）制度公平化，公開競爭取

才，貫徹憲法精神；（三）政策人性化，避免

不當限制，維護考生權益；（四）方式彈性

化，重視顧客導向，因應機關特性；（五）試

務科學化，簡化作業流程，強化考試品質；

（六）行政資訊化，提供優質服務，增進施政

效能。 

吳前部長一年三個月的任期重要事蹟如次

（同上）： 

（一）配合政府再造，健全公務人員考試法、

典試法、高等考試法官檢察官律師考試

條例等各項考選法制，研訂各種考試委

託其他機關團體辦理試務之法規，推動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公務人員

升官等考試法完成修正立法程序。 

（二）貫徹憲政精神，檢討放寬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等各種考試應考資格，

落實公開競爭取才之精神：檢討公務人

員高普考試分試制度，強化人才篩選之

考試功能，提昇閱卷品質，維護考試制

度公平性。 

（三）保障應考人權益，主動研究放寬應考人

複查考試成績調閱試卷等規定；放寬國

家考試增設考區標準，便利應考人就近

應試；避免不當限制，取消各類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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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特種考試男性應考人應考資格兵役設

限規定，並從嚴審查用人機關限制公務

人員特種考試應考人性別之條件及理

由。 

（四）重視顧客導向，檢討改進高級公務人員

考試方式；因應不同機關特性，彈性設

計各類公務人員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應考資格、應試科目、考試方法與

及格方式；推動在傳統筆試之外，增加

審查學經歷知能、心理測驗、體能測

驗，以達考試方式彈性化。 

（五）檢討縮短試務作業流程，以使各類考試

提早放榜時間；協調職業主管機關合作

採行單一窗口作業，縮短及格人員取得

證書所需時間。秉持試務科學化原則，

加強試題分析，推動題庫試題以電腦建

檔管理之資訊系統，強化考試品質。 

（六）推動行政資訊化，提供優質服務，使民

眾以最便利之方式取得最新、最正確之

考試資訊；突破傳統，以電腦影像將國

家考試考畢試題存放於網際網路供民眾

自由檢索；公布測驗式試題答案，便利

應考人查對作答情形。因應九二一集集

震災，立即採行增辦司法人員特考等多

項應變措施，增進施政效能。 

要之，在政黨輪替前考選體制之運作與改

革，除了配合考選部部長個人施政理念與方針

之提出外，大致上均能依第九屆施政綱領之總

綱原則來推動執行之。易言之，即落實憲政之

公開競爭考試用人精神，配合政府再造之施政

方針，並對考試方式之彈性化調整，考試試務

之科學化、資訊化之改進。至於對於特殊應考

人，如原住民、身心障礙人員之應考試服公職

等，均係依序推動，不忽略渠等權益，但亦未

特別標榜其特殊性。 

叁、政黨輪替後之考選體制變革 

一、新政府政府再造白皮書之政策方向： 

新政府之政府再造白皮書提出：「人

力資源再造，建立學習型政府」中的改革

議題有「增進學習建立能力」、「厲行績

效管理」、「重視運作成本」及「落實功

績原則」等，在倡導學習增進能力之改革

策略重心為：（一）文官進用的專業証照

化和定期的再認證化；（二）投資更多經

費於人力訓練發展，以維持和提昇一般文

官和專業知能；（三）強調政府高階文官

領導與管理能力的發展等。吾人以為，其

中第二、三項考政機關向極重視，就第一

項策略可進一步規劃之。即公務人員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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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管理社會上各行業之專技人員者，應

具有與其同等、甚至更高的專業知能，才

能進行有效的管理及專業的審核。所以，

公務人員之技術類人員推動技術文官證照

制度的建立，是必要的作為。 

二、政權輪替後，首任考選部長之施政方針： 

八十九年五月二十日劉部長初枝就職

致詞指出： 

（一）從專業化與分工化的趨勢來看，未來

可預見各行各業證照制度將愈來愈普

及，考試用人制度是人力資源管理與

發展的重要環節，今後考選工作必須

肆應時代潮流，配合國家發展需要，

加強與各個需用人才機關的溝通與合

作，建置私企業人才與公共服務人才

的互用與交流管道，朝向與專門職業

與技術資格證照化平行，發展文官進

用專業證照化。 

（二）繼續加強貫徹考試制度的公平合理與

公開透明、應考與審閱環境人道化，

以及試務效率化。 

（三）人才是國家興衰之所繫，從事各行各

業的人，如果素質優、講求職業倫

理、尊重人性尊嚴與平等、關懷他

人，特別是弱勢者，實踐生態平衡與

環境保護，則人與萬物歸於和諧狀

態。 

劉部長就任後，提出考選工作的理念

為「效率」、「廉潔」、「人權」以配合

公正公開為國掄才之目標。具體作法則包

括： 

（一）所有考試資訊與流程均應透明化，涉

及人民考試權的種種改革想法，先予

預告並聽取各方意見後，始決定是否

進一步依民意趨向與時代潮流進行相

關的法律程序。 

（二）從效率的角度進行個別試務工作流程

的技術改革。 

（三）考試政策擬定前或考選法規有修正之

擬議時，均透過考選部網站對人民公

開，使關心考選行政者有表達意見之

機會，也體現行政程序法資訊公開的

規定。 

又鑑於精進考選行政，落實考試用人

制度，是政府再造之重要環節，因此，考

選部歷來均曾透過研討會延請學者專家就

當前考選制度若干問題撰寫研究報告，劉

部長就任以來亦然（考選部，2001 & 

2002），希冀藉由討論思辯的腦力激盪

中，獲取整體性且前瞻性之考選政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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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一）九十年考選制度與政府再造研討會討

論主題及重點主要有： 

1.「公務人員進用專業證照化可行性之

研究」； 

2.「公私部門人才交流之研究」； 

3.「國家考試委託辦理之評估研究」； 

4.「國家考試品質提昇之研究」等。 

（二）九十一年考選制度研討會討論主題及

重點主要有： 

1.「警察人員教考用配合制度之研

究」； 

2.「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改進之研究－

簡任升官等考試存廢之探討」； 

3.「量尺分數在國家考試成績計算使用

之可行性」。 

再者，在照顧弱勢族群方面，新政府

特別強調身心障礙人員特考及原住民特

考： 

（一）身心障礙人員特考方面，主動協調分

發機關銓敘部及行政院人事行政局調

查全國各機關身心障礙人員的職缺，

籌辦九十年及九十二年身心障礙人員

特考，使身心體能條件較為欠缺的弱

勢族群，得有機會進入政府機關服

務。也協調用人機關同意九十二年身

心障礙人員特考部分職缺，准予矯正

後優耳聽力損失逾九十分貝以上者應

試，以鼓勵聽障人士應試。為方便各

類身心障礙應考人，並提供多項優待

及協助措施，包括： 

1.協洽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有關

機構代售報名書表，方便應考人購

買。 

2.設置專人協助應考人填寫報名書表。 

3.每一考區均設置活動坡道、殘障廁

所、安排醫護人員、熟諳手語的服務

人員。 

4.為腦性麻痺者提供作答用電腦；為需

要較長作答者延長二十分鐘。 

（二）原住民特考方面：民國九十年十二月

修正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三條第二項，

明定原住民特考法源依據。九十一年

原住民特考在原住民較多縣市之南

投、屏東、花蓮、台東設置考區，減

省應考人來回奔波之苦。為保存原住

民族之語言文化，未來擬規劃將族語

口試或族語使用程度之認證擇一列入

考試規則。 

三、配合「政府改造委員會」會議結論之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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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方向 

（一）政府改造委員會會議與考試院職掌相

關之主要結論 

為推動政府改造，提昇國家整體競爭

力，總統府依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的結論

成立政府改造委員會，由總統兼任主任委

員，於九十年十月二十五日舉行第一次委員

會議。政府改造委員會揭示改造願景為建立

具全球競爭力的活力政府，並提出顧客導

向、彈性創新、夥伴關係、責任政治、廉能

政府作為改造的五大理念，希望達成四大改

造目標： 

1.彈性精簡的行政組織。 

2.專業績效的人事制度。 

3.分權合作的政府架構。 

4.順應民意的國會改造。 

針對上述改造目標，並分別成立研究分

組研擬具體改造方案。其中「專業績效的人

事制度」研究分組，由國立政治大學施能傑

教授擔任召集人，研究分組認為，目前公共

問題環境複雜度增高，對內來看，民眾對政

府服務標準與問題解決能力要求愈趨明顯積

極，對外來看，全球化、國際化的衝擊與挑

戰日趨嚴峻，現行政府文官人力資源管理，

難以有效因應政府面對新環境的人力資源需

求。為因應民主政治與民主社會的趨勢，政

府人事政策應該推動改革以實現四大願景： 

1.民主服務：政府公務人力要秉持民眾

公共利益的服務思考，體現尊重公民

與顧客的具體行動，實踐廉潔中立的

民主行政的服務理念，並接受政治首

長的政策領導。 

2.績效課責：政府公務人力要秉持向納

稅人負責的意識，不斷改善服務舉

止、服務產出與服務成效，以此為個

人、團體與組織績效責任的主軸，並

重視人力資源管理的效率與效能。 

3.專業創新：政府公務人力要認同專業

文化理念與精神，不斷自我追求更卓

越的工作知識與技能，開放心胸鼓勵

創新，不僅有能力解決公共問題，更

能有效預防問題發生。 

4.授能活力：政府機關、管理者與員工

要受到更正面的信任，給予更多人力

資源管理上的自主活力與原則性引

導，鼓勵積極行動，使更多工作成就

感誘引人力的活力熱誠，面對問題解

決與民眾服務的工作。 

為推動上述四個願景，研究分組認為政

府人力資源管理的方式應該秉持三大基本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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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 

1.府人力資源管理政策制度重視策略分

權化：強調主管機關扮演規劃政策方

向、技術協助與功績監督角色，賦予

各業務機關有再根據機關策略職能需

要自主規劃的更大彈性空間，創造一

個政府各業務機關與人力資源政策主

管機關多贏的績效管理環境。 

2.政府人力資源管理制度應減少法律

化：提供業務機關進行策略管理與授

能活力的基礎，非屬員工權利事項及

保障不必以法律規範如何進行人事管

理。簡言之，制度化不必過度依賴法

律化，而是依賴更多的領導、溝通與

協商。 

3.兼顧政府人力資源資產與成本的雙重

特性：政府一方面重視政府人力資源

的培養、訓練與發展，不斷改善人力

資本與資產，同時也重視人力資源是

政府經營的重要成本支出，由此創造

出一個政府與公務人力間雙贏的工作

夥伴關係環境。（參照總統府政府改

造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程資料） 

民國九十一年九月十五日政府改造委員

會第六次會議中，「專業績效的人事制度」

研究分組參照政府改造目標與願景，暨秉持

三項人力資源策略管理之理念原則，提出五

項改革計畫： 

1.人力運用彈性化計畫：包括政務職位

制度方案、高級行政主管職位制度方

案、契約進用人力制度方案等三項方

案，改革目的在使政府各階層人力的

運用具有更彈性活化的管道，提供績

效管理的良好環境。 

2.人力績效管理計畫：包括員工績效考

核制度方案、人力淘汰與精簡制度方

案、績效獎勵制度方案等三項方案，

改革目的在學習企業經營精神，推動

績效導向的人事管理制度，使政府更

能以績效向納稅人負責。 

3.人力服務倫理計畫：包括政治活動中

立制度方案、公務服務倫理行為制度

方案等二項方案，改革目的在要求所

有政府員工展現高度的服務倫理行

為，贏得民主社會的民眾信任與信

心。 

4.人力專業發展計畫：包括人力專業生

涯發展方案、績效導向的終身學習方

案、提升服務品質方案等三項方案，

改革目的在重視現有員工的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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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與深化，並建立一個認同專業的

人力體系。 

5.人力考選多元化計畫：包括改進考選

效度制度方案、推動資格考制度方

案、擴大專業證照用人制度方案等三

項方案，改革目的在重視筆試以外更

多元化且有效度的考選方式，引進專

業的人力資源。 

（二）考試院舉辦「政府人力運用彈性化計

畫方案公聽會」辦理情形 

九十一年九月十九日考試院第十屆第三

次會議報告政府改造委員會第六次會議「地

方自治層級改造方案」、「政府人力運用彈

性化計畫方案」一案，經院會決定略以：由

考試院邀請學者專家舉辦公聽會，廣蒐各界

意見。經於九十一年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

五日、十一月二十六日分別邀請總統府人事

處等十三個機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彭教授

錦鵬等十八位教授，及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裕隆汽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

汽車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生產力中心、建華

商業銀行、宏碁股份有限公司等相關機關、

學術界及產業界代表舉行三次公聽會（參照

考試院召開三次公聽會之會議紀錄）。 

如上所述，政府人力運用彈性化計畫方

案，係政府改造委員會於九十一年九月十五

日第六次委員會議討論通過，主要規劃內涵

係就政治與政策領導人力層次、高階管理人

力層次、低階和專業技術性質人力層次，分

別擬具政務職位制度方案、高級行政主管職

位制度方案、契約進用人力制度方案等三個

人力運用制度的改革方案，其重點如次： 

1.政務職位制度方案：在政治與政策領

導人力層次，將建立政務職位制度，

將政務職位分為政策決定職位、政策

襄贊職位、憲法任用職位、獨立職

位、其他職位等五大類，並制定「政

務職位設置法」、「政務人員俸給

法」、「政務人員行為法」、「政務

人員退職撫卹條例」等四項法律。 

2.高級行政主管職位制度方案：在高階

管理人力層次，將制定「高級行政主

管職位法」，建立高級行政主管職位

制度。其適用對象為中央政府各部會

常務次長和各部會所屬一級機關首

長，高級行政主管職位待遇本高風險

高報酬的精神規劃。 

3.契約進用人力制度方案：在低階與專

業技術性質人力層次，將建立契約進

用人力制度，以功能取向考量，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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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進用適用範圍，並整合現行契約

性職位相關法令，建立公正、公開甄

選制度。 

本案公聽會與會人員對推動「政府人力

運用彈性化計畫方案」均表示肯定，並認為

政府人事制度改革參採企業用人之積極、創

新、彈性、活力的精神，以提昇效率與效

能，將是提昇整個國家競爭力的重要關鍵。

惟部分學者及機關代表認為，本方案改革幅

度甚大，建議宜以逐步漸進方式推動為宜，

避免對文官制度造成太大衝擊，並建議宜配

合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中央政府

機關總員額法草案、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等政府改造相關法案審慎規劃；因政府基本

使命是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公共利益並保障

弱勢團體，在改革過程中，不能只重視績

效，有關公民精神也必須加以考量；此外，

與會學者認為我國已經建立一套公平的考選

制度，人才甄拔一律平等，相較於國外，不

會產生所謂蔭任庇護的代間傳承現象，對保

障公務員水平與社會階層流動民主化的貢

獻，亦不可忽視。經彙整「政府人力運用彈

性化計畫方案」三次公聽會與會人員意見重

點如次： 

1.對政務職位制度方案，多數建議：

（1）應於各機關組織法規明定其總數

與比例；（2）對政策襄贊職位之設置

宜謹慎；（3）對待遇問題宜深入研究

以吸引優秀人才，且應考量同層級現

職人員待遇之平衡性，並應避免造成

財政負擔。 

2.對高級行政主管職位制度，許多學者

及機關代表持保留態度，並擔心其運

用不當，可能弊多於利。倘若考量實

施時，與會人員建議：（1）應組成公

正公開之甄選委員會，避免形成任用

私人之情形；（2）應明確訂定績效考

核標準；（3）其適用對象範圍及人數

比例應再詳加規劃評估，並應避免因

政黨輪替影響公務人員行政中立。 

3.對契約進用人力制度，建議：（1）應

循序漸進推動，除特殊情形外，應不

得擔任主管職務；（2）甄選程序應公

正公開，避免任用私人；（3）對適合

改為聘用職位之工作項目，應該審慎

評估，並在工作項目及人數確定之

後，依出缺人數漸進加以改變；（4）

契約性職位及永業性職位，其薪資福

利退休等制度應該明顯區別，才能達

到減少人事費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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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選部因應改革之政策作為 

九十一年九月十八日考選部針對有關

「高級行政主管職位制度規劃案」、「契約

進用人力制度規劃案」與考選制度相關之說

明暨對政府白皮書、政府改造委員會結論

「人力考選多元化計畫」及政府人力資源策

略管理分權化，進一步提出配套措施，茲分

述如次： 

1.高級行政主管職位制度規劃案 

為強化高階主管卓越領導和管理能

力，在政府部門建立高級行政主管職位

制度，開放民間優秀人才與現職文官公

開競爭，進入政府服務，對於活化政府

用人的彈性與追求績效確有實益，對於

規劃方向原則同意。其遴選方式，應建

立公開、公正遴選機制，羅致真正優秀

人才，為達成此目標，該遴選似可以審

查學歷經歷證明與口試之方式行之，務

期嚴謹，並能切合需要。 

2.契約進用人力制度規劃案 

契約進用人力制度的建制，能有效

提升政府的績效管理與經營競爭力，對

於規劃方向原則同意，惟聘期（試用半

年、初聘一年、續聘二年或不續聘）之

設計，居於國家人力資源運用之考慮，

宜考量酌予延長，或可參考瑞士新制，

以六年為一聘期，績優者依機關之需要

續聘。另為避免機關濫用私人或政治用

人等因素，契約人員之進用應建立公

正、公開甄選制度，其遴聘標準及資格

條件，由  鈞院會同行政院研訂具體辦

法，本部當遵循指示，積極研擬契約性

職位之資格條件及遴選方式等具體方

案，對此種人員甄選宜注重綜合能力之

測驗，打破舊有普通科目與專業科目之

思維，期盼彈性，又能保住無私的用人

原則（考選部，2003：1-3）。 

3.推動公務人員考試之資格考案 

為增進求才與應徵彈性自由化，使

用機關也有參與權，劉部長就任後即提

出擬參酌美、英等先進國家經驗，並配

合我國國情，改進現行公務人員考試錄

取任用方式，如錄取達一定標準之候用

人員，交由分發機關依用人機關需求推

薦若干倍之候用人員，及由用人機關以

口試方式決定進用之構想，俾應考人有

選擇擬任機關的機會，有利其未來之生

涯規劃，鼓勵久任；而用人機關也有參

與權，可針對職務所需知能選擇適任人

才，落實考用配合。 

12 



考銓季刊 

4.推動公務人員專業證照制度案 

為落實陳總統國政白皮書揭示之

「文官進用的專業化和定期再認證化」

理念，於九十年十二月十六日修正公布

之公務人員考試法中明定，公務人員各

種考試之應考資格，依職業管理法律須

具有執業證書始能執行業務者，應具各

該類科執業證書始得報考，以提昇公務

人員專業素質，維護民眾之生命安全；

同時，積極整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制度，包括應考資格、應試科目、及

格標準等。未來並擬逐步簡併公務人員

考試類科，俾將來公務人員僅設置行政

類科，技術人員則以專業證照進用。 

5.以行政法人方式設置專責「試題研究

中心」暨推動專責試務中心案 

本方案之試題中心旨在使該中心在

用人預算與財務等制度上擁有較大彈

性，本企業化精神，推動試題分析研究

發展工作，達成「試題型式多元化」、

「命題品質專業化」及「分析作業資訊

化」之目標。 

本方案之旨在以統籌運用人力資源，

提昇考試技術及試務品質，建立試務作

業標準化制度及使業務單位專責辦理試

政工作，藉由各階段試務工作標準化之

建立，簡化試務流程，縮短試務時程；

並將於運作順暢及對現職人員權益維護

作妥善規劃後，轉型為行政法人機構。

考選部則朝致力於規劃考選政策及擬訂

考選法制之方向發展。 

肆、考選體制變革之檢討評析 

九十一年九月廿七日姚院長嘉文提出新時

代公務人力資源發展的新策略指陳：重建人力

管理法制、加強訓練發展、內化行政倫理與行

政中立外，對考選體制將能有所突破創新，以

優質考選方式替國家社會選拔更多人才。其中

有關彈性人力考選方法一定要能符合「效度」 

（validity）與「信度」（reliability）的要

求。其次，考選的方法應該彈性化，針對機關

特殊需要就筆試、口試、測驗、實地考試、審

查著作或發明或知能有關學歷方式斟酌運用，

不必過於拘泥（姚嘉文，2002：1-6）。 

國家建設以人才為本，當前政府正積極推

動政府再造，考試院刻正研擬各項文官改革，

筆者亦曾提出多項政策建議（蔡良文，2000：

11-22）。考選部近年來則積極配合推動各項革

命性措施，惟推動以來，似存有若干值得檢討

者，簡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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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組織再造方面 

首先，就試題研究中心而言，考選部

所擬成立之試題研究中心，其在法制作業

上以處務規程授權訂定組織簡則，並未修

正考選部組織法，因此引起立法委員質疑

適法性不足。在立法院第五屆第二會期法

制、預算及決算兩委員會第七次聯席會議

作成主決議：試題研究中心缺乏法源基

礎，不宜設置，「試題研究及分析」業務

由題庫管理處辦理。因此，今後宜循修正

考選部組織法途徑，設置該中心。且以目

前研議中之行政法人化，強化其監督機制

或除弊重於興利思維與作法，則易於造成

類似「大考中心」新的官僚化現象。所

以，未來法制化後，亦必須審慎配套漸進

設計，以提高其可行性。 

再者，試務中心方面，考選部擬成立

試務中心因牽涉層次很廣，尤以各業務單

位職掌的重大改變，人員大量移撥等其身

分地位、權利義務及保障、退撫等事項之

調整與設計，均應事前妥善規劃方能順利

推展。最後，就筆者曾主張擴大組設常設

典試委員會（非僅是同一年度同一考試舉

辦二次以上者）（蔡良文，1994：110-

112，1999：291-296），似亦值得考政機

關思考。 

二、規劃將公務人員任用考試改為資格考之爭

議 

考選部擬議提出任用考試改為資格考

試之構想，已如前述，惟前開立法院法

制、預算及決算兩委員會聯席會議第七次

聯席會議審查考試院暨所屬部會九十二年

度預算時，作出決議：現有公務人員考試

採「任用考」制度，未來亦應採此一模

式，不得改為「資格考」制度。如何設計

一套兼顧公開考選與首長用人考用配合政

策，值得進一步規劃。 

三、提高考試之信度及效度 

無論是公開招募人才（recrutment）

或功績選才（merit selection）都是一種

鼓舞人心的作法，亦是一種古老傳統的運

作方式（參照 Shafritz. Jay M & E M 

Russell，2002：chap:10），以「中立才

能」及「適才適所」原則進用人員，其中

關係考試的信度與效度，則是考政機關重

視的課題。 

考選部近年來已致力於提升考試之信

度及效度，如著手辦理相關研究改進措

施，不過亦有學者指出台灣考選政策上對

考選評量工具效度的關注一向是較少有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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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性的作為，兩大考選政策母法，典試法

和公務人員考試法沒有任何條文或文字提

及效度問題（施能傑，2002：17）此值得

考選部繼續加強研究辦理。又有關考試方

法之精進與彈性運用，尤其是對高級人

才，科技、文化等等人員之選拔，筆者以

為不可執著於筆試，未來考政機關應不惜

人力、物力積極研究執行。 

四、漸進可行之授能與分權化政策 

考選部配合政府再造，擴大機關之參

與，授能地方政府，並推動將各類公務人

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的分權化政

策，視其考試性質、等級，輔導及委託地

方政府、公營事業單位、職業主管機關等

辦理各項國家考試。 

惟以國內目前之公會、學會，人力有

限、經費不足，甚至因為利益掛帥而缺乏

社會公信力。加以各地方政府限於人力物

力，無法專責辦理各項試務工作，因此在

試務規模經濟及公正性之考量下。考選部

未來推動之委託辦理考試，宜請本著先中

央後地方，先政府機關後民間團體之原則

來執行（李震洲，2002:3） 

五、照護弱勢團體之公職服務權益 

在美國傳統上文官系統在公共工作中

強調「功績價值」的系統，由於社會多元

與人權法案之重視，逐次調整著重於「平

等就業機會」和「防止種族與性別歧視的

積極行動」。在人員甄補上，包含積極的

防止發生不公平情事，以確保女性、殘障

者和其他應受保護者，均能公平的表現在

組 織 職 務 上 （ Denhardt ， 1999:228-

234）。在我國目前重視女性就業機會，拔

擢女性主管；舉辦身心障礙特考，依法進

用身心障礙者於政府部門；以及由早期高

普考試重視按省分區定額，到舉辦山地特

考及成立原住民委員會進用原住民及培育

原住民公務人力，以照護原住民的就業機

會，均是合乎時代潮流的人事政策作為，

未來考政機關應賡續推動，以配合創造更

和諧的公務環境，增進工作效能，提昇公

務競爭力。 

伍、結論 

從比較的觀點而言，近年我國考選部在精

進考試技術、組織再造、試務分權化等各方面

的努力與改變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制度是成長

的，其價值取向，則影響其成長的內涵與方

向，由於文官制度的發展深受憲法設計與政治

發展的影響，在功績行政價值與民主政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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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鐘擺中，文官制度作不同設計，其運作亦有

不同，當然文官的考選政策依然須配合時空、

政、經、社、文環境之改變而作調整（蔡良

文， 1999：239）。 

第十屆考試院已自九十一年九月一日起開

始運作，考試院新人新氣象，從本屆考試委員

在院會之發言以及提案，可以得知求新求變的

新契機。由於考選體制的改革，許多規劃方向

和較為細部內容多易涉及現行法令修正，依憲

法規定考試院是政府人事法制的最高主管機

關，向來採取合議制的運作方式，考試委員本

於憲法的規定，獨立行使職權，因此，有關考

選體制改革之建議（包括政府改造委員會通過

之決議），仍需要經過考試院的再次討論以及

取得共識，方能付諸實現。若多數考試委員未

參與，對於改革方案精神之具體內容未必充分

瞭解，自然會提出疑慮。針對此一情事，吾人

以為政務人員除至少應具備提出施政理念、方

針能力外，亦必須具備政策論述與辯護能力，

以期政策之落實執行。事實證明任何法案、方

案之執行，能有充分溝通機會，當可使方案規

劃考量多元意見，以增加改革之可行性。 

綜之，考選部未來的考選政策，在面臨多

元價值與分權思潮衝擊，其功能定位，應作漸

進而必要調整；考試取才之對象與標準，應時

時加以檢討；考試方法、技術則應再求精進。

在考量與因應整體組織人力資源管理的需要，

確保在憲法所定公平競爭的原則上，以功績需

要、成本效能為未來施政之評估架構與施政準

則。並積極爭取考試院院會成員之支持，共同

取得國會的認同以落實考選政策施政作為。 

（本文作者考試院副秘書長、文化大學行管系

兼任副教授） 

註：有關考選部施政相關資料由考試院第一組

呂參事理正兼組長提供，併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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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Reform of Examination 
System Subsequent to Party Rotation 

Tsai Liang-wen 

Abstract 
After the 2000’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went 

its first party rotation.  At the same time, certain changes occurred to the examination systems before 
and after the rotation.  This writing is first to recount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s before and after such party rotation, such as: the key points of the Ninth Administrative 
Guidelines of the Examination Yua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achievements of the former Minister Chen, 
former Minister Wu and Minister Liu of Examination.  Also, this writing will discuss on the reform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s undertaken subsequent to the rotation by referring the policy of the white 
paper in regard to the reform of the new government and in accord with the conclusions of the meeting 
of Government Reform Committee.  Further, this author will touch upon the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collected from various circles in the ”Public Hearing for Proposal of Flexible Employment of 
Government Manpower” held by the Examination Yuan.  Finally, the review and evaluation on the 
reform taking place subsequent to the party rotation in the principal examination systems will be made 
from the aspects of organization reengineering, the examination for civil service changing to 
examination for qualification, credibility and effect of examination, empower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public service for taking care of the disabled groups.  It is beyond question that the execution of 
government policies can be accomplished only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members of the Examination 
Yuan Council as well as the acceptance of the Congress. 

Keywords： 

Party Rotation, Examination System, Government System, Examination Methods, Government 
Reform, Special Examination for the Disabled, Special Examination for Indigenous,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s, Examination for Appointment, Examination for qualification, Empower 
Decentralization, Creliability,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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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參加WTO後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制度因應之研究 

                        

 

林宜男 

摘要 

為了因應國際競爭力的挑戰，確保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制度符合 WTO 相

關規則，與保障國人工作權，考試院業已擬就現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制度實施

狀況與問題加以檢討與規劃。在 WTO 最惠國待遇及國民待遇精神之要求下，會員必須

公平評定專技人員之學識及經驗，提昇專業技能與服務品質，與增進國家競爭力等規

定。本研究期望參考外國相關制度，建立起一套較優良之專技人員考試制度。因此，

擬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行細則」第二條規範中之律師、會計師、建築師

及醫師等四類專技人員，進行入會後相關問題與因應措施之分析研究，並提出結論與

建議，俾供相關主管機關卓參。本研究將採行兩種方式進行：（1）廣泛地研讀現行

相關文獻，（2）與團隊成員與被邀請貴賓間之廣泛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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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國 91 年 1 月 1 日我國已正式成為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貿易組織，以下簡稱

WTO）第 144 個會員國，為因應此一逐步放寬

之國際競爭趨勢新局面，並促使我國入會後之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制度除能與 WTO 規

範相配合外，亦得著重國人工作權之保障，考

試院業已擬就現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制

度實施狀況與問題加以檢討與規劃。在基於遵

循 WTO 最惠國待遇及國民待遇精神下，須公

平衡鑑專技人員之學識及經驗，提昇專業技能

與服務品質，與增進國家競爭力；故期望藉由

參酌外國相關制度，興利革弊，建立起一套優

良之專技人員考試制度。 

本研究主要係就民國 90 年 11 月 14 日新修

正公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二

十四條規定加以研究，依其施行細則之規定，

其中牽涉到外國人可從事之專門職業類別，依

原准類科、職業管理法規與台澎金馬個別關稅

領域 - 服務業特定承諾表等規定共計有二十五

類科。倘若將來此二十五類專技人員皆予以開

放後，其所生之影響甚鉅。故有必要就此課題

先行深入研討，研擬因應之道，包括外國人如

欲於本國執業時，其如何申請考試、取得證照

及其日後執業是否遭受限制等，與未來中國大

陸人民來台之後，是否亦可利用此項考試，取

得執業資格等。 

然因外國人得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之種類繁多，實難逐一加以探討。因此，本研

究僅針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行細

則」第二條規範中之律師、會計師、建築師及

醫師等四類專技人員，進行入會後相關問題與

因應措施之分析研究。以下係本研究架構：

一、 WTO 下服務業貿易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 ，以下簡稱

GATS）對我國影響；二、歐洲聯盟（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歐盟）會員國之間對職業資格

取得之研究；三、美國職業服務資格取得之研

究；與四、外國人參加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證照考試之研究等四部分。 

第一部分 WTO 下專業服務之規定對我國

影響，（一）先行簡述 WTO 下之 GATS 的基

本原則與規定；（二）接著就我國加入 WTO

後所做之相關承諾，與國內法規之因應措施，

作一深入研討，並詳述 WTO 下之爭端解決機

制；（三）隨後討論香港與澳門回歸中國大陸

後，其與我國之經貿與人員往來之關係，並就

我國與中國大陸間之特殊關係，與兩岸加入

WTO 後所可能面臨問題加入分析。第二部分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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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會員國之間對職業資格取得之研究，其研究

重點如下：（一）歐盟及其會員國（以德、

英、法三國為主要研究標的）對於專門職業技

術人員資格取得之沿革；（二）歐盟會員國之

間的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資格認證之指令與管

理；（三）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資格認證之條件

與裁決；（四）非歐盟第三柱管轄權限範圍內

之專門職業技術人員的資格取得辦法。 

第三部分美國職業服務資格取得之研究，

由於美國係屬聯邦制度，其各州攸關專技人員

考試制度之規範迴異；故此一部分僅以加州與

紐約州為例，其研究重點如下：（一）簡介美

國專業服務資格之考試制度為何；（二）論述

美國職業證照管理制度；（三）闡述美國於

GATS 下所允諾之專業服務承諾表及其因應與

排除障礙之道；（四）研討美國參與其它國際

協定有關專業資格取得之相互認證措施（例如

證照核發程序與資格取得要件為何？）。第四

部分外國人參加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照

考試之研究，（一）概述外國人參加我國專技

人員考試之沿革；（二）探討因應加入 WTO

外國人參加我國專技人員考試相關法制作業；

（三）析述加入 WTO 後外國人參加我國專技

人員考試之種類及相關規定；（四）綜合前述

各項研究成果，提出檢討與建議。 

期望經由本研究之進行，能適時地提出因

應 WTO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制度應變機

制與對策等具體改進建議事項，以利考試院未

來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相關法規，及

相關政府部門落實證照制度之參考。但由於篇

幅之限制，故本文僅就上述本研究架構第一與

第四部分，與本研究所採行之兩種研究方法

（文獻探討法與專家討論法）所得之結論加以

論述。 

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定義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Professionals and 

Technologists）係指「憲法」第八十六條第二款

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所指之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其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練

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識或技能，而所從事之

業務，與公共利益或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

等權利有密切關係者；另其應經考試及格領有

證書始能執業。而與此一條文有關之司法院大

法官會議解釋共有三號解釋： 

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五二號解釋 

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係屬專門職業，

依「憲法」第八十六條第二款規定，其執

業資格應依法考選銓定之。民國 78 年 12

月 29 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三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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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第二項規定，符合上開意旨，與「憲

法」並無牴觸。（註一）（民國 83 年 6 月

17 日） 

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六０號解釋 

「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係

依「憲法」第八十六條第二款而制定，與

「憲法」並無牴觸，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五

二號解釋釋示在案。內政部於民國 79 年 6

月 29 日發布之「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管理

辦法」，則係依據上開法條第四項授權訂

定，其第四條：「合於左列資格之一者，

得請領專業代理人證書：一、經專業代理

人考試或檢覈及格者。二、領有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發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

明者。三、領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

發代理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

記卡者」之規定，並未逾越法律授權範

圍，與「憲法」亦無牴觸。（民國 83 年 7

月 29 日） 

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五三號解釋 

商業會計事務依據「商業會計法」第

二條第二項規定，謂依據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從事商業會計事務之處理及據以編製財

務報表，其性質涉及公共利益與人民財產

權益；故辦理商業會計事務為職業者，須

具備一定之會計專業知識與經驗，始能勝

任。同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商業會計

事務，得委由會計師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商業會計記帳人辦理之；其認可及管

理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所稱

「商業會計記帳人」既在辦理商業會計事

務，係屬專門職業之一種，依「憲法」第

八十六條第二款之規定，其執業資格自應

依法考選銓定之。「商業會計法」第五條

第四項規定，委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商業

會計記帳人之資格部分，有違上開「憲

法」之規定，應不予適用。（民國 87 年 5

月 20 日） 

叁、WTO下專業服務之規定對我國影響 

我國為加入 WTO 國際經貿體系，針對

GATS 的承諾表中攸關服務貿易業之開放，修

改相關法律以便國外業者、自然人得以進入我

國服務業市場，取得我國專業服務資格的權

利。然而，如何因應全球化的潮流，符合世界

經貿規則，且對於我國專業服務就業市場，不

會造成立即劇烈之衝擊，確是內政與外交上之

嚴峻考驗；故我國應對於 GATS 之相關規範予

以深入研討，且審慎因應列示在承諾表中的各

專業類別與項目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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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加入 WTO 後對於 GATS 之承諾義務 

對於加入 WTO 有關服務貿易之談判

方面，我國於民國 86 年 7 月首次提出「服

務業承諾表及最惠國待遇免除適用表」草

案，便與各會員密集展開磋商。為審慎因

應加入 WTO 對個別行業之衝擊，由各相

關主管單位審慎評估後，考慮到市場開放

及國民待遇原則後，提出最惠國待遇豁免

清單。民國 88 年 10 月 5 日我國提出服務

業特定承諾表及最惠國豁免待遇表，由

WTO 工作小組對我國的承諾表採認，並交

由卡達部長會議認證。我國關於服務貿易

之特定承諾涵蓋十一個部門，其中有關專

業服務資格取得之相關承諾為：（註二） 

（一）法律服務業：經承諾許可之外國人得

以「外國法事務律師」在我國執業；

另外國人於大學法律相關科系畢業，

或至少有二年法律相關工作經驗，或

通過任何國家律師考試者，得受僱於

我國律師或外國法事務律師擔任助理

或顧問工作。 

（二）會計師：除會計師簽證相關服務限由

我國會計師提供外，無其他限制。 

（三）建築師、技師：除建築師、技師簽證

相關業務限由我國建築師、技師提供

外，無其他限制；且在我國設立之建

築師事務所得僱用建築、土木及相關

工程技術之外國技術人員，不受限

制。 

（四）獸醫師、獸醫佐：除開處方、診斷及

診察相關業務須由取得執業許可之我

國獸醫師提供外，無限制；但獸醫佐

則規定需具有擔任獸醫助理四年以上

與從事獸醫相關業務五年以上之經

驗。 

（五）不動產服務（附帶於居住及非居住建

物與土地之銷售經紀服務）：無限

制。 

（六）保險中介（包括保險代理人、經紀

人、公證人與保險業務員）：除海事

保險公證人外，所有已在我國設立分

公司之外國保險代理人、經紀人與公

證人，須僱用領有我國保險代理人、

經紀人或公證人執照證書者至少一人

執行業務；其他則不受限制。 

（七）導遊人員、領隊人員：外國人取得外

僑居留證並已居住在我國境內超過六

個月者，可申請參加導遊考試；領隊

人員則不受限制。 

二、我國入會後專技人員相關法律之修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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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符合 WTO 對於服務貿易之相關

規定義務及我國與各會員入會前所完成之

台澎金馬（TPKM）個別關稅領域服務業

特定承諾表，關於外國人如何取得我國專

業服務之資格，「外國人應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條例」須一併修正。此一條例

於民國 43 年 12 月 17 日公布施行，民國

89 年 12 月 2 日由考試院函請立法院審議

修正，後於民國 90 年 11 月 14 日將之廢

除，並改列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法」第二十四條。（註三）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二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外國人應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種類，由考試院定之。」

考試院乃依據相關法源，於民國 90 年 11

月 21 日發布考臺組壹一字第○九○○○○

八二四九號令修正施行細則第二條，規定

專技人員之應試種類如下：（一）律師、

會計師；（二）建築師、各科技師；

（三）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藥師、醫

事檢驗師、護理師、臨床心理師、諮商心

理師、護士、助產士、醫事檢驗生；

（四）獸醫師、獸醫佐；（五）不動產估

價師、地政士、不動產經紀人；（六）保

險代理人、保險經紀人、保險公證人；

（七）導遊人員、領隊人員；（八）民間

之公證人；（九）醫事放射師、營養師、

物理治療師、職能治療師、物理治療師、

職能治療生；（十）引水人、驗船師、航

海人員、船舶電信人員、漁船船員；（十

一）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十二）

社會工作師；（十三）專責報關人員；

（十四）其他依法經考試及格領有證書始

能執業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然而，外國人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種類，以第一款至第七款為限；第一

款至第七款中，除了第三款外，均為我國

於服務貿易承諾表上之承諾開放項目。而

第三款的醫師、牙醫等醫事技術人員，雖

非為我國列於服務承諾表上之開放項目；

但因其原列於「外國人應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條例」多年，為了避免相關爭

議，最後仍列入外國人得應考之項目，而

其他項目則為賡續列入之項目。 

就外國人應考我國專技人員考試語

文，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二十四條第五項規定須以中華民國語文作

答。除非法律另有除外規定，例如：同條

第六項，若外國人已領有醫師執照，在醫

療資源缺乏地區服務，必要時，筆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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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命題及作答。然而，外國人依此取得

之醫師執照，僅限於我國醫療資源不足之

偏遠地區。華僑應專技人員考試，亦有相

同之規定，筆試須以本國（中華民國）文

字作答，但必要時得以外國文字補充說

明。 

三、兩岸入會之特殊局勢及因應之道 

對於因應兩岸的特殊政經局勢，我國

目前與中國大陸之貨品與人員並無直接運

輸與流通。基於內政與國防安全之考量，

目前間接交流之現況恐有違反 WTO 規定

之疑慮。在專業服務之領域中，首要的係

屬自然人的移動。依據現行規定，大陸人

士除非以依親、探親、講學等特殊理由來

台外，並無法自由地入境我國，遑論居住

與就業之機會。另外，除了自然人移動

外，目前有關大陸學歷認證之問題也是橫

亙於應考資格之障礙。當前，對於港澳地

區公民，已經有法源依據，得以外國人身

分應考。然而，當前在台合法居留之大陸

人士，如果未能取得我國相等學歷認證，

即使其已取得我國公民權，亦也無法應

考。 

就我國提交 WTO 之承諾表與入會文

件來看，並未單獨對中國大陸提出任何限

制性之記載。雖然依據 WTO 第十三條第

一項，兩岸得依此排除 GATS 之適用，並

且以書面通知全體會員。但若我國在入會

當時提出排除條款，恐招致中國大陸對我

國入會案之強力杯葛，故當初在此顧忌

下，並未將之提出。綜觀以上所述，兩岸

現存問題係屬政治問題，而非法律問題；

且「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係規範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之往來，

為處理兩岸所衍生之法律事件之母法，該

條例對於中國大陸人民至我國從事專門職

業之服務工作，採行諸多限制措施。（註

四）因此，本研究案尊重此一條例之立法

目的，特將此一問題留待「臺灣地區與大

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作一通盤性考量，

而不對之予以深入研討。然而，縱使存有

上述理由之限制，我國仍須對 WTO 體制

作深入之了解，以預防彼岸採迂迴的方式

迫使我國，在尚未審慎準備下，貿然開放

相關之專業服務業項目，損害我國應有之

利益。 

肆、我國律師、會計師、建築師及醫師

職業資格取得之研究 

我國現行律師、會計師、建築師與醫師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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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資格取得之方式簡述如下，期望先行瞭解現

行考試制度後，方得就我國加入 WTO 對此等

資格取得之影響，提出適當之建議。 

一、律師考試及執業 

依據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律師考試規則」之規定，律師考試每

年舉辦一次；中華民國國民有應考試服公

職之權利，但必須具有一定之資格條件，

始得報考國家考試。應考資格分積極資格

與消極資格，前者包括學經歷資格條件及

特定條件，後者條件採列舉規定，凡具有

規定情事，均不得應考。 

律師考試方式係採筆試，且錄取率將

由原訂全程到考人數百分之十六為及格率

向下修正為百分之八。其應試科目區分普

通科目為 - 國文、中華民國憲法二科，與

專業科目 - 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

事訴訟法、行政法與強制執行法、商事法

與國際私法等六科。其中民事訴訟法、刑

事訴訟法、強制執行法等三科，於考試時

由試務機關提供參考法條，俾利應考人能

對法條加以靈活運用。（註五） 

另依「律師考試規則」第七條規定，

曾任法官、檢察官者或曾任公設辯護人六

年以上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考選

部提出全部科目免試之申請，而符合其第

六條所規定之資格條件者，則得申請部分

科目免試。（註六）雖然，我國律師考試

免試包括全部科目免試及部分科目免試，

惟其中部分科目免試條件並未包含領有外

國政府相等之執業證書者。當應考人經專

技人員律師考試及格，領有考試及格證書

後，尚無法立即執業，須完成為期六個月

之職前訓練（第一階段基礎訓練一個月，

第二階段實務訓練五個月），成績均合格

領有合格證書者，方得聲請登錄並加入律

師公會。 

二、會計師考試及執業 

依據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會計師考試規則」規定，會計師考試

每年舉行一次；應考人不分本國人或外國

人，凡無「會計師考試規則」第四條列舉

消極條款情事，且符合第五條積極條款任

一款規定，均可報考。會計師考試方式係

採取筆試，及格方式則採科別及格制。其

應試科目共計八科，包括普通科目 - 國

文、中華民國憲法兩科，及專業科目 - 中

級會計學、高等會計學、成本會計與管理

會計、審計學、公司法、證券交易法與商

業會計法、稅務法規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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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應試科目之減免，依申請者所具

之資歷而有僅須應試五科、三科之情形；

我國會計師考試無全部科目免試規定，而

部分科目免試，依其條件不同，其得減免

之科目數亦有所不同。而外國人領有會計

師證書，經考選部認可，得申請部分科目

免試，其應試科目僅須為（一）審計學

（包括審計準則公報與職業道德規範）、

（二）公司法、證券交易法與商業會計

法、（三）稅務法規（包括所得稅法、加

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土地稅法、稅

捐稽徵法、遺產及贈與稅法）等三科。 

當應考人經會計師考試及格，領有考

試及格證書後，尚無法立即執業，須在公

私立機構擔任會計職務，或於會計事務所

擔任助理人員二年以上，始得登錄並加入

會計師公會後，開始執行會計師業務。 

三、建築師考試及執業 

依據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建築師考試規則」規定，建築師考試

每年舉行一次；應考人不分本國人或外國

人，凡無「建築師考試規則」第四條列舉

消極條款情事，且符合第五條積極條款任

一款規定，均可報考。建築師考試係採取

筆試，且及格方式採科別及格制。其應試

科目區分普通科目 - 國文、中華民國憲法

二科及專業科目 - 建築計畫與設計、敷地

計畫與都市設計、營建法規與實務、建築

結構、建築構造與施工、建築環境控制等

六科。其中「建築計畫與設計」為實際繪

圖科目，考試時間長達八小時；「敷地計

畫與都市設計」考試時間四小時，題型為

申論式試題；其餘「營建法規與實務」、

「建築結構」、「建築構造與施工」等科

目考試時間均為二小時，題型亦為申論式

試題。 

至於應試科目之減免，依「建築師考

試規則」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具有

第五條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資格之

一，並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建築

工程科及格，分發任用後，於政府機關、

公立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擔任建築工程工

作三年以上，成績優良，有證明文件者，

得檢具相關文件，向考選部提出全部科目

免試之申請。而應考人符合其第六條任一

款所規定之資格條件時，得申請部分科目

免試。 

我國建築師除須接受四至五年建築專

業教育外，僅經建築師考試及格，領有考

試及格證書者，尚無法立即執業；其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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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二年以上建築工程經驗者，方得申請

核發開業證書，且加入建築師公會後，始

得執行上開業務。另須注意，外國人在我

國境內執行建築師有關業務上所用之文

件、圖說，依「建築師法」第五十四規

定，應以中華民國文字為主。 

四、醫師考試及執業 

依據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規定，醫

師考試應每年舉行一次，遇有必要時，得

臨時舉行；應考人符合「醫事人員考試規

則」第五條規定之消極資格，且符合依民

國 91 年 1 月 16 日修正公布之「醫師法」

第二條所規定之資格時，即得參加醫師考

試。 

醫師考試方式係採取筆試，其及格方

式以應試科目總成績滿六十分及格。應試

科目區分普通科目（註七） - 國文、中華

民國憲法二科，與專業科目 - 基礎醫學

（ 一 ） 、 基 礎 醫 學 （ 二 ） 、 內 科 學

（一）、內科學（二）、外科學（一）、

外科學（二）等六科。應試科目總成績之

計算，以普通科目成績加專業科目成績合

併計算之。其中普通科目成績以每科成績

乘以百分之十後之總和計算之；專業科目

成績以各科目成績總和除以科目數再乘以

所占剩餘百分比計算之。應試科目有一科

成績為零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滿五十

分或內科學（一）、內科學（二）、外科

學（一）、外科學（二）成績未滿六十分

者，均不予及格。 

至於應試科目之減免，依「醫事人員

考試規則」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具

有前項第一款、第二款資格之一，並經公

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

等級之特種考試公職醫事人員各類科及格

者，由其服務之公立醫療機構及公立學校

代為申請全部科目免試。有關我國醫師之

執業規定，依民國 91 年 1 月 16 日修正公

布之「醫師法」分別有，第一條：「中華

民國人民經醫師考試並領有醫師證書，得

充醫師」、第六條「經醫師考試及格者，

得請領醫師證書」、第七條「請領醫師證

書，應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件，送請中

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第七條之二第一項

「非領有醫師證書，不得使用醫師名

稱」、與第八條第一項「醫師應向執業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執業

登記，領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等。此

外，醫師登記執業之醫療機構以一處為

29 



第三十五期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七月 

限。 

伍、專家討論總結與建議 

為使本研究能順利執行，網羅各方意見，

蒐集更多相關資訊，以收理論與實務相結合之

效，本專案研究小組係由學術界、考試院及考

選部等實務界之學者專家所組成，藉由召開研

究會議方式，共同協力合作，針對擬探討之目

標問題，進行研究與分析；同時，於研究期間

再邀請相關公會與政府單位之專家學者參與座

談，集思廣益，並釐清相關問題，以增進本研

究報告結論之可行性。以下係此一研究方法所

得之總結與建議： 

一、專技人員之認定應以大法官解釋為準則 

保險代理人、經紀人及公證人最初係

由財政部委託予青輔會代辦甄選，後因遭

致立法委員質詢之故，考試院考選部爰集

結各專家學者之意見後，決議認為保險代

理人、經紀人及公證人之執行業務，與人

民之生命、身體、財產等權利有密切關

係，故應經過相當程度之衡鑑，不宜交由

主管機關執行，仍應納入國家考試始為妥

當。嗣後，考試院即與財政部會商，頒訂

「保險代理人、經紀人及公證人特考規

則」，自民國 83 年以後，保險代理人、經

紀人及公證人之考試就依法由考試院辦

理。 

然此重點在於，當時考選部決議認為

保險代理人、經紀人及公證人應係屬專技

人員範圍，但就財政部的立場來看，可能

會認為其應係屬較下游的人員，不應納入

國家考試，如商業會計記帳員，為此考選

部於是向大法官申請釋憲，大法官於是做

出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五三號解釋，當中

解釋理由書提出一項很重要的觀點，亦即

「憲法」第八十六條第二款與「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所指之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係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練之

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識或技能，而所從事

之業務，與公共利益或人民之生命、身

體、財產等權利有密切關係者；由此角度

觀之，不論係商業會計記帳員人員抑或是

保險代理人、經紀人及公證人，其都與人

民之財產、生命有密切關係。就考試院之

立場而言，對此項人員之執業資格係堅持

其應經過考試；綜言之，是否屬專技人員

之認定，應回歸至「憲法」第八十六條第

二款及大法官會議解釋，亦即對於專技人

員之認定，本研究建議應依上述大法官之

解釋為準則，方為適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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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整合各部會間專技人員考試政策之擬

定 

由本研究報告中有關我國入會後相關

法令修正之研析內容可以發現，即使我國

加入 WTO 迄今已一年有餘，然國內專技

人員考試相關規範，仍尚未予一完整統

合。此外，由於實務上之專技人員，除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行細則」

中之十四款種類外，其所包含種類甚多，

而近一兩年來，新產生多種專技職業，每

新設一項新的專技職業，各職業主管機關

在未與涉外經貿機關會商前提下，即依一

般立法體例予以增列，准許外國人來應

試，亦即將允許外國人來台執業之相關規

範，直接訂於其職業法之中，因其法律位

階高於考試規則，其後據以訂定之考試規

則即需予以照列，遂造成外國人可依據個

別法律來台應考，如「呼吸治療師法」第

三十九條、「心理師法」第六十條，造成

上下游銜接不良情形。 

關於此點，各職業主管機關對其專技

人員是否予以開放，應多加審慎思量，並

確實配合涉外經貿機關於國際規範下之承

諾情形，與外國政府談判結果行之。因為

就考選機關之立場，係配合其他各部會機

關，建議有關專技人員承諾或開放問題，

應交由外交部、經濟部與經建會統合整

理，而非由其他各部會自行其事予以立法

開放，此一方面未來實應加強各部會間專

技人員考試政策之整合。 

三、審慎評量外國人來台應專技人員考試之開

放承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行細

則」中，開放予外國人得來台應考之前七

款專技人員考試種類，包含兩種情況：第

一種情形係規範於職業法中，外國人得依

中華民國法律應考，取得考試證書者，經

主管機關許可，可於我國執業，承諾書中

所予以承諾的大部分亦已規範於職業法

中。另一種係第三款之醫事人員部分，其

並未於我國職業法中修正相關規範，惟歷

年來外國人應專技考試，一直包含有醫事

人員種類。因此，即使入會承諾書中並未

列舉，我國亦開放此項考試種類。 

往後，對於外國人來台執行專門職

業，是否應開放「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法施行細則」後七款部分？本研究認

為，仍應先就我國於服務業入會承諾表中

予以承諾部分，開放即可；至於未於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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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承諾的專技人員部分，則可做為日後

與其他會員國協商談判之籌碼，毋須皆立

即開放，亦即在大環境尚未情事變更以

前，建議此時此刻不宜全面開放外國人應

試。 

四、修正改進外國人自願至醫療資源缺乏地區

服務例外規定之芻議 

我國對於外國人「志願在我國醫療資

源缺乏地區服務，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醫師類科考試者，除筆試外，得併採口試

或實地考試。必要時，筆試並得以英文命

題及作答。」此項政策當初係有其社會及

時代背景之特殊考量，然今環境變遷，面

臨競爭時代，此項政策應再加以檢討。 

因醫師與其他各項專技人員性質不

同，醫師面對之大眾係為病人，如其無法

瞭解病人病痛之問題所在，則無法予以正

確診斷病因；故若醫師對當地語言不熟稔

時，將產生諸多問題。以美國為例，其認

為醫師係項職業性質特殊之行業，其必須

能在語言上與病人充分溝通，才不致發生

誤診或判斷錯誤情事產生，故規定外國人

考試須具相當程度之英文能力，且須經英

文測試及格方可；另歐盟各會員國中，對

於外國人至該國執行醫師業務之規定，亦

皆明文規範必須具有該國語文能力，始得

為之。故為避免外國人素質不一，影響國

內醫療品質之服務水準，並維護國民之權

益，建議可考量修正廢除「筆試並得以英

文命題及作答」之例外規定。 

五、建議維持外國人來台應專技人員考試應使

用中文之立場 

本研究進行過程中，對於外國人來台

應我國專技人員考試，得否使用中文以外

之語文，尤其係英文時，曾數次引發激烈

探討。蓋因對外國人而言，使用中文應

考，其通過資格考試之難度甚高，如我國

將來欲吸引歐美優秀之專技人員來台服務

時，則似乎應於其應試語文上，稍予開放

調適。惟參酌其他各國對於專技人員考試

應試語文之規範後，渠等可發現，即使係

先進之歐美已開發國家，其對於外國人至

該國報考專技人員考試時，亦相當強調使

用該國之語文與文字，故為使我國國民所

受之各項服務品質不致降低，確保其應有

之權益，建議仍應維持外國人來台應專技

人員考試，應使用中文之立場。 

此外，我國入會後，在各專業服務已

經抵擋不住外國人來台服務的情形下，已

有部分職業法增加了外國人在我國國內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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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業務之困難度，此一趨勢值得注意；例

如「律師法」第四十七條即規定：「外國

人經許可在中華民國執行律師職務者，於

法院開庭或偵查訊（詢）問在場時，應用

國語，所陳文件，應用中華民國文字。」

另「建築師法」第五十四條亦規定：「外

國人經許可在中華民國開業為建築師者，

其有關業務上所用之文件、圖說，應以中

華民國文字為主。」 

陸、文獻研討總結與建議 

詳細地研討與本研究案相關之書籍、期

刊、文獻與實務制度，並彙整國內外相關理論

依據及研究發現，運用比較法、演繹法、歸納

法等方法進行分析。同時，希望能加強外國實

務制度上之研究，以補充學理上探討之不足，

藉此相輔相成地結合實務制度與法條（理）論

述；及借鏡 WTO、歐盟與美國之相關處理原

則，以研討改進我國現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制度之作法及規範。以下係此一研究方法

所得之總結與建議： 

一、律師考試與執業資格之研析 

（一）推動法官、檢察官、律師三合一考訓

制度 

短期內可先行推動法官、檢察

官、律師三合一考訓制度，以減輕應

考人沈重之考試負擔；嗣後，中、長

期則應取消法官考試，改由資深績優

之檢察官、律師及法律學者中予以遴

選產生之。惟於推動法官、檢察官、

律師三合一考訓制度時，恐將造成外

國人無法來台應我國之律師資格考

試，故於制度推動之同時，亦應將外

國人來台應考之規範問題一併納入。

換言之，應予明文規範外國人來台僅

得應律師考試，蓋因法官及檢察官係

屬我國公務人員範疇，且亦非屬法律

專業服務業承諾之項目，故外國人並

不具有此項應考資格；如此為之，方

得確保該制度之可行性與完整性。 

（二）放寬專業科目應試之規範 

依據現階段我國之律師資格考試

規定，應考人應試專業科目時，「民

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及「強

制執行法」三科目，由試務機關附發

該科目全部法條。未來，我國如將進

一步擴大實例命題範圍，則可考量應

試專業科目時，允許應考人攜帶不包

括判例、判解之六法全書應試，俾利

應考人得靈活引用相關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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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律師職前之訓練 

就歐體就歐盟國家而言，其專技

人員應律師資格考試及格後，往往需

再接受長達一年甚或二年半之實習過

程後，始得正式執行律師業務；然衡

諸我國現階段之規範，應考人經專技

人員律師考試及格，領有考試及格證

書後，僅須完成為期六個月之職前訓

練。為強化我國律師職前之訓練功

能，宜改進律師職前訓練之內容、延

長其訓練時間，同時建立淘汰制度。 

（四）建立專業律師制度 

在歐美之律師資格規範中，除一

般共通性之律師資格考試外，其皆建

立有專業律師制度，如德國中有「專

業律師職銜」、法國中有「專業領域

證明」、美國加州中有「專業律師認

證制度」。為配合現今法律分殊化的

專業發展趨勢，建議我國亦可朝建立

專業律師制度發展。換言之，往後凡

經律師考試及格者，僅能取得一般律

師資格，待其執行業務若干年後，並

對某一特殊專業法律領域具有專長，

且經在職專業訓練期滿，通過由中華

民國律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司法院、

法務部、法律學者，共同組成之委員

會甄審後，核發專業律師證書，期能

提昇律師之專業地位。 

（五）制訂律師執業證書更新制度 

目前我國律師之執業資格係屬終

生有效性之執照，然在這瞬息萬變，

日新月異的科技化時代下，應可參酌

歐美國家「繼續再教育」制度，其規

定律師執業一段時期後，必須於主管

機關認可之機關（構）、團體、學

校，再接受一定時數之繼續教育課程

內容後，始得申請換證繼續執業。換

言之，渠等可藉此作法，建立起一套

完善之律師執業證書更新制度，使律

師執業證書不再終生有效，其應在其

證書期限屆滿前，依規定定期（四年

或六年）換證，俾使律師專業知能與

時俱進。 

二、會計師考試與執業資格之研析 

（一）階段性考試與一次試 

就各國會計師職業制度分析之，

英國與法國係採取階段性考試，而我

國則與美國相同，採取一次試之制

度。在英國，特許會計師分成三階段

進行，應考人第一次須通過基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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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之後再通過二次專門實務考試

後，始得領有應考合格通知書；在法

國方面，應考人則須先通過初、中及

高三級考試後，實習三年期滿，方得

以參加全國註冊會計師考試。此外，

美國會計師考試辦理機制分由各州會

計師公會及會計師委員會辦理，會計

師公會統一出題及評分，州委員會負

責考試之行政事務；另英國的特許會

計師考試制度，係由英格蘭與威爾斯

特許會計師協會、蘇格蘭特許會計師

協會、愛爾蘭特許會計師協會及特許

合格會計師公會等四大團體所共同辦

理。此項分權化作法，皆與我國由一

獨立機關統一規範辦理有所不同；蓋

因我國之國情與上述其它各國有所不

同，舉凡國家考試皆由考試院全責辦

理，各項專技人員考試亦同。在此背

景環境因素下，國內各公會在處理考

試事宜之執行力與公信力上，尚屬不

足，故仍須由考試院負責之。惟若干

組織已較健全化之公會（例如醫師公

會、律師公會與會計師公會等），則

可考量由相關主管機關委任授權其代

辦人員教育訓練等相關事宜，適度地

將權力下放。 

（二）題庫式命題與題型多樣化 

目前我國會計師考試之應試專業

科目方面，係採取臨時命題方式，高

級會計、成本會計與管理會計此三項

科目中，為申論題與測驗題各半之命

題方式，考題之難易性、公正性、客

觀性等，皆將使應考人有不易充分呈

現會計專業知能之虞；反觀美國之會

計師考試制度，其所有應考科目均採

題庫試題，且其廣納命題，題型多樣

化，富有彈性，試題題型包括選擇

題、是非題，問答題等。再者，美國

會計師考試中，相當注重實例命題，

因此甚能廣度測驗出應考人之會計專

業知能。肇此，建議未來我國之會計

師考試命題，應可參考美國作法，加

重實例命題之比例。此外，我國與美

國之會計師考試雖皆採科別及格制，

惟其中不同之處，在於美國部分州

中，已規定應考人不及格科目須達五

十分，其他通過科目方得以保留之規

定；而我國對於應考人未及格之科目

保留，則未有任何成績上之下限限

制，僅規定應試人得於連續三年內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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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補考之。故就美國此項須達一定成

績標準後，始得保留及格科目之作

法，亦相當值得我國借鏡參考。 

三、建築師考試與執業資格之研析 

（一）促使我國建築師考試於教、考、用三

者上能緊密配合 

德國、法國、英國與美國之建築

師資格取得規範，與我國存在著相當

大的歧異。在歐盟之德、法、英三

國，建築師執業資格之取得過程中，

毋須歷經考試審核關卡，其所著重

者，係在於申請人之實務經驗。因

此，其對申請人制定有相當嚴格及冗

長的實習期間規定；而美國方面，則

係規範申請人需完成相當時間之實務

訓練或實習後，通過建築師考試，始

得領有執業資格證書。 

目前依據我國「建築師法」第一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經建築師考

試及格者，得充任建築師。」另該法

第七條規定：「領有建築師證書，具

有二年以上建築工程經驗者，得申請

發給開業證書。」亦即申請人於接受

完建築專業教育後，即可報考建築師

資格考試，經建築師考試及格，領有

考試及格證書後，具二年以上工程經

驗，則得獲領執業證書，開始執業。

然由於應考人於應試前缺乏豐富之實

習經驗規範，如此恐將產生我國領有

建築師證書者，其於建築工程品質不

佳之疑慮；爰宜儘速研修「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視類科之性質

不同，予以增列具相關實務經驗者始

能應考之規定，以促使我國建築師考

試於教、考、用三者上能緊密配合，

俾確考試及格人員之執業水準。 

更重要的一點是，此項缺漏一旦

修正改進後，亦可使我國建築師執業

資格取得之流程，與國際規範同步；

蓋因目前我國建築師執業資格之取得

流程與 APEC 其它會員國迥異，我國

流程係為教育→考試→實習→執業，

然其它國家則是教育→實習→考試→

執業。 

（二）漸近式改進專業科目命題方式 

美國建築師資格考試係理論與實

務並重，其考試科目較屬技術與實務

層面，共計有九科，六科專業科目考

選擇題，另三科繪圖科目為提出解決

方式之測驗題；而我國建築師考試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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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目係採取申論式試題，並無法

完整測驗應考人建築工程之養成教

育，因此，建議可仿傚美國制度，漸

進式改採測驗式試題，同時建立考試

資料題庫。 

四、醫師考試與執業資格之研析 

（一）美國醫師考試之分試制度 

美國醫師考試分三階段舉行，第

一階段為測試應考人有關基礎醫學之

基本概念、知識，第二階段測試基礎

臨床科學，第三階段則測試應考人是

否已具有獨立從事臨床工作之醫學專

業知識及技術能力。 

（二）我國未來醫師考試宜改採分試制度 

現今我國醫師考試配合新制「專

技考試法」已取消檢覈規定，對於分

階段考試訂定有辦理期限。依據該法

施行細則第五條之規定，於新法修正

公布施行前，經專技人員醫師檢覈筆

試第一階段考試及格者，得於民國 94

年 12 月 31 日前應第二階段考試，民

國 95 年後，醫學系之畢業生則一律

參加新制專技高等考試醫師考試。此

外，新制專技醫師高考應試科目包括

普通科目兩科及專業科目六科，其中

專業科目六科中，尚包括解剖學等二

十七科子科目（未包括臨床醫學部

分），對應考人產生相當沉重之考試

壓力。 

因此，民國 95 年後之醫師考試

制度如不予以變革調整，恐將引起醫

學院校抗爭情事。故本研究建議在此

之前，宜先取消單科設限之限制，或

降低門檻分數為五十分（現行規定六

十分為及格分數），俾助於錄取率之

提昇。再者，依新修正之「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五條規定：

「各種考試，得單獨或合併舉行，並

得分試、分地舉行。…」實已明定專

技人員考試得採分試制度，既然分試

制度已有法源依據，且我國醫師分階

段考試亦行之有年，值此之際，為精

進我國醫師考試制度，應可借鏡美國

醫師職業制度之良法美制，配合我國

醫學教育，採行分試制度，以應醫師

人力需求。 

柒、結論 

有關外國人來台應我國專技人員之考試及

證照管理，除部分職業，如司法院之於民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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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公證法」）；行政院衛生署之於營養

師（「營養師法」）、醫事放射師（「醫師放

射師法」）、物理治療師及物理治療生（「物

理治療師法」）、職能治療師及職能治療生

（「職能治療師法」）；內政部之於社會工作

師（「社會工作師法」）、消防設備師及消防

設備師士（「消防設備師法」）；交通部之於

引水人（「引水法」、「引水人管理規

則」）、航海人員（「船員法」）；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之於漁船船員（「漁業法」、「漁船

船員管理規則」）；財政部之於專責報關人員

（「關稅法」、「報關行設置管理辦法」），

基於執業管理因素，仍未配合調整外，大多數

類科均已配合入會承諾所需加以開放，其職業

管理機關並同時配合研修主管之職業管理法

（律）規相關內容。 

惟有部分職業，其已列入承諾表中，但考

試法規已開放外國人得以報考，例如財政部之

於保險代理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

（「保險法」、「保險代理人經紀人公證人管

理規則」）、內政部之於地政士（「地政士

法」）；或未列入承諾表中，但考試法規已開

放外國人報考者，例如行政院衛生署之部分醫

事人員－藥師（「藥師法」）、護理師及護士

（「護理人員法」）、助產士（「助產士

法」）、醫事檢驗師及醫事檢驗生（「醫事檢

驗師法」）等，相關職業管理法律（規）須配

合修正。蓋上述專技人員，既已於考試法規中

准予外國人應考，為達專技人員考用之配合，

建議相關職業主管機關允宜配合修正各該職業

管理法律（規），俾健全我國專技人員證照管

理制度。（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國際企業經營

系系主任，英國劍橋大學法學博士） 

 

註一 「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前段

規定：「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應經土

地登記專業代理人考試或檢覈及格。」 

註 二  現 今 ， GATS 「 服 務 業 分 類 表 」

（MTN.GNS/W/120）對於專業服務業之

分類，計分為下列十一類：一、法律服

務業（關於本國及國際公法之諮詢服務

業）。二、會計、審計及簿記服務業

（CPC 862）。三、稅務服務業（CPC 

863 ） 。 四 、 建 築 服 務 業  （ CPC 

8671 ） 。 五 、 工 程 服 務 業 （ CPC 

8672）。六、綜合工程服務業（CPC 

8673）。七、都市計畫及景觀建築服務

業（CPC 8674）。八、醫療服務及牙科

服務業（CPC 9312）。九、獸醫服務業

（CPC 932）。十、由助產士、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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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健師及醫療防護人員所提供之服務

（CPC 93191）。十一、其他。資料來

源：經濟部國際貿易局，「專業服務

業 」 ， 網 址 ： http://www.trade.gov.tw/ 

global_org/wto/Wto-import/nservices_02/ 

84 專業服務業.doc，下載日期：2003 年

2 月 26 日。 

註三 考試院考選部劉部長初枝於立法院法制

委員會說明時特別強調，此修正草案除

了由以前的平等互惠原則改採 WTO 規

範下的最惠國待遇，同時涵蓋我國已對

談判國承諾之開放專業服務項目。然

而，為了維護我國民的權益，以及外國

人在我國執行專業服務具備一定水準：

外國人申請在我國執行專業服務者，應

依條例考試及格，領有證書並經主管機

關許可始得為之。如此，便能兼顧我國

的承諾，同時對於外國人在我國執行專

業服務，作相當程度的把關和品質控

制。立法院公報第九十卷五十三期院會

記錄，頁 122-123。 

註四 例如「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

例」第七十條規定：「未經許可之大陸

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不得在臺

灣地區為法律行為。」第七十一條規

定：「未經許可之大陸地區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以其名義在臺灣地區與他

人為法律行為者，其行為人就該法律行

為，應與該大陸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

機構，負連帶責任。」 

註五 考試院院會已於民國 92 年 5 月 29 日通

過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律師考試規則」，依據近十二年律師高

考實際錄取人數統計資料，將律師高考

及格率由原訂全程到考人數百分之十六

為及格率向下修正為百分之八，並足額

錄取，以改進過去各年錄取比例差距懸

殊的情形。另取消律師高考「專業科目

平均成績未滿五十分不予及格」之成績

下限規定，藉以避免肇因試題難易及閱

卷寬嚴而影響錄取率。 

註六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律師考

試規則」第六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

具有下列各款資格之一者，得申請部分

科目免試：一、具有第五條第一款之資

格，並曾任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專科以上

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

校之第五條第一款所列科、系、組、所

專任助理教授五年、副教授三年或教授

二年，講授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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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強制執行法、破產法、國

際私法、商事法、行政法等學科中之科

目，合計三年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二、具有第五條第一款之資格或經軍法

官考試及格，並曾任相當於薦任職軍法

官六年以上者。」 

註七 專技人員醫師高考原列考之普通科目業

經考試院民國 92 年 2 月 13 日第二次聯

席審查會審議刪除，爰 92 年 7 月起，該

項考試不再考普通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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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Adjusting the Examination 
System of Professionals and Technologists 

After Taiwan’s Admission to the WTO 
Lin Yi-nan 

Abstrac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sure the conformity 

of Taiwan’s “Professionals and Technologists Examination Act” with WTO regulations and 

protect our nationals’ working rights, the Examination Yuan has initiated a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amination system of professionals and technologists. Because of the 

principles of most-favored-nation and national treatment under the WTO agreement, its 

member must fairly assess the professionals’ and technologist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skill and service quality, and improv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etc. This research expects to consult other countries’ relative systems and then build up a 

better examination system in Taiwan.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fully focus on the 
following four professionals （lawyers, accountants, architects and doctors） provided 

within Article II of “Enforcement Rules of the Professionals and Technologists Examination 

Act”, and then analyze the relative problems and measures after Taiwan’s admission to the 

WTO. Finally, this research will make som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This research will take a two-way approach: （1） intensive research of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ve subject, and （2） intensive discussion of existing 

problems with the team members and invited guests. 

41 



第三十五期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七月 

從語文能力測驗發展談國家考試

國文科評量之改進 

                        

 

曾慧敏 

摘要 

語文使用的習慣和工具在科技不斷進步下，逐漸改變人們溝通的模式，然無論其

如何發展，語文能力的重要在現在或未來，都仍有它不可取代的功能和需要，國文科

長久以來列為重要國家考試的普通科目，即基於此考量而予以保留。 

然因試題內容和閱卷方式一些不易立即改善的缺失迭為人所詬病，考選部於九十

年四月起著手國文科命題及閱卷改進之研究，期望此一科目未來能發揮應有之評鑑功

能，在試題方面，寫作除原有之傳統作文外，可增加限制式作文如引導式作文、情境

式作文、改寫、縮寫、擴寫、文章評論等十四種型式，測驗題除閱讀測驗外，尚有語

文應用題型，文學鑑賞題型以及文化認知題型。這個改革方向對未來國文科考試評量

功能之提升應是指日可待，不過對考試機構和命題及閱卷委員之工作則是相當具有挑

戰性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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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你今天ㄉ表現粉好喔！」、「老闆心

情不太好，今天就別白目了」、這樣的對話

今天大部分的人都聽得懂，但「ㄉ」、「粉

好喔」、「白目」寫在作文裏可否接受？公

文上批「知道了（悉）」、「看過了

（閱）」、「照你們簽的辦理（如擬）」、

「有關你（您）所申請的案子，非常抱歉我

們沒辦法受理（台端所請歉難受理）」這樣

是否會比較親切容易了解也比較容易書寫或

節省時間呢？ 

寫作能力是教育和生涯成功的重要因

素，寫作必須要求學生去聯結知識，它並且

是自我表達和公民參與的關鍵，因為在寫作

中學生必須將事實、細節、原始資料、隱含

的概念融為能與別人溝通的語文（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Writing，2003）。不

論是口語或文字，語文能力的重要性，很少

人會懷疑，是以國文科列為各種升學考試和

國家考試科目在我國由來已久。然因語文使

用的環境和習慣受到時代演變與科技發展的

影響，文言與白話在繁簡、瞭解程度的差

異，語言與文字對同一意思表達方式與用語

的不同，凡此都對今日學校語文教育、各種

考試目的與內涵帶來衝擊，有識者常對今天

一般人語文程度普遍相對低落感到憂心，一

般學校甄選科學資優生，必須評量是否具備

抽象表徵能力，而語文其實就是一個抽象能

力，資優生的語文能力可以從他的後設認

知、執行能力，及語文習得探討。語文能力

與推理能力、寫作能力均有極密切的關係，

科技的發明與發現，必須靠語文的表達才能

傳播出來（洪蘭，民 88）。但對成長於充滿

聲光環境的新世代，他們早已習慣以電腦與

其他科技產品做為學習及人際溝通的工具，

因此造成語文表達及抽象能力的貧困，而有

所謂的「文字疏離症候群」或稱之為圖像族

（張淑琴，民 88）。二十一世紀是一個講究

溝通、協調、對話的時代，各行業講究策略

聯盟，各學門講究科技整合，不同意識型態

講究談判商議，語文表達能力就成為一個非

常重要的能力指標，它是人人都應當具備的

能力，不論學科專長領域，大部分語文表達

能力不佳的人通常有二個原因，一是缺乏自

信，缺乏主體的自信使其不敢表達，二是能

力上的不足，能力不足的結果是不會表達，

而造成負面的影響（何寄澎，民 89）但也有

學者持不同的看法，認為現代人必須具備的

語文程度大約是文化認知和文字的基本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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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即可，因為在分工愈趨細緻的時代，學

習理、工、商的人士，窮其一生也許都不需

要寫起承轉合的文章，思考縝密，辯才無礙

的人未必能寫出等同的文章，現代人論作慢

慢趨向條列式的表述，辭達而已（鄭郁卿，

民 87）。近年受到上述因素影響，國文科考

試在取材、考試方式、評分尚有很多待討論

和改進的議題，因此，各負責測驗之機關

（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國中學力測驗

中心，紛紛對國文科評量重新思考它的功能

和目的，考選部自亦不例外。 

二、語文能力之意義與內涵 

語言是一種傳達思想的社會性符號，由

彼此約定成俗的定義與規則來達到溝通的目

的。因此語言可以說是一套內在的知識系

統，從語言學的觀點來分析其組成成分，可

以 分 為 語 音 （ phonology ） 、 語 形

（morphology）、語法（ syntax）、語意

（semantic）、語用（pragmatic）。若再從

其溝通方式及最終語言技巧來看，可以知其

組成模式如下：（林寶貴，楊慧敏，許秀

英，民 84） 

 

 
  

語音 語形 
語法 語意 語用 最終語 

言技巧 
接 
受 
性 

聽 辨 說 話 語

音，語氣與語

調 

了解字及句子

的結構 
了 解 詞 、 語

句、文章的內

容 

了解說話者的

意圖 聽 
寫 溝 

通 
方 
式 

表 
達 
性 

構音、說話表

達、語氣、語

調流暢 

使用字詞組成

文法正確的句

子 

運 用 詞 、 句

子、文章表達

意思 

在適當情境使

用語言，發揮

語言功能 

說 
寫 

 

語文除了直接達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溝通意思之表達外，略而言之，尚有以下幾

項功能：（林保淳，民 86） 

 

（一）交往功能：語言是適應人類複雜交往需

要而產生的，人類語言是一種結構精密

彈性極佳，容量極大的符號系統，亦少

受時空之限制，除了語言外，人類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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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他方式交往，如手勢、表情、肢體

動作，但都不如語言豐富。 

 

（二）思維功能：思維是人腦反映客觀世界，

對客觀事物認識的獨特過程，思維與外

在語言形式是息息相關的，語言內容的

精密，豐富多樣，嫻熟高超都與思維能

力的高低有關。 

 

（三）傳遞信息功能：我們聽懂一個人的話或

讀懂一篇文章，了解內容的意義是因為

透過信息的傳遞，這個信息的載體便是

語文。人們交往的過程就是一個完整的

信息傳遞過程。 

 

（四）認識世界功能：人類透過語言認識世

界，並用語言把認識的成果鞏固下來，

人類不但用語言鞏固認識的成果，還在

語言的幫助下，擴展認識的範圍，人類

知識的傳遞便是靠著語言和文字，其中

又以文字的保存與使用，最具知識與文

化傳遞功能。 

 

當我們以一種測驗工具評量一個人的語

文能力好壞時，我們必須先確定所要評量的

能力是包含那些項目。語文能力之定義，目

前學界尚未有一定的說法，Chomsky 認為

「語文能力」和「語文運用」不同，「語文

能力」是語文規則的集合，只有在某種理想

的情況下，「語文運用」才是「語文能力」

的反映；但功能學派語言學家 Halliday 則不

認為「語文能力」和「語文運用」有區分之

必要；Bachman 則指「語文能力」應包含

「組織能力」和「語用能力」。因此，語文

能力應不只是內在語文知識，也不只是外在

語文運用，而可將語文能力以 Taylor 的分析

看成三部分的組成（如下圖） 

 

 

 
語文知識 

(語彙語法結構)
應用技巧 

(選擇、整理、貫串、修正)
語文運用 

(表達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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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表達」是指藉由符號，將訊息由

一個（群）人傳達到另一（群）人的活動，

語文表達能力即指在實際生活中，以口頭或

書面形式的語言，進行思想、情感、態度、

經驗交流的能力。如單就文字表達而言，它

包括下列幾種能力：１．語言構組能力：對

用字遣詞造句基本規則的掌握和運用；２．

構思選材能力：對事物的觀察、聯想、推

理、辨識題旨的要求、提煉要表達的中心思

想，蒐集、整理材料；３．篇章組織能力：

對要表達的內容加以剪裁、組織、分段，將

句子或段落聯貫成有條理的有機體；４．社

會語言能力：根據場合、對象、目的準確表

達（何寄澎，民 88）。 

 

綜言之，吾人可知語文能力可分為語文

理解與語文運用二部分，語文理解是對所聽

到、讀到訊息的理解，語文運用則是利用口

語或文字表達自己的意思。 

 

三、語文能力測驗之種類及其評量目標 

語文不但有歷史傳承的意義，也有當下

生活的意義，也就是說可能有文化上要注意

的部分，但不可脫離當下生活，整個語文是

希望造成他自己面對生活，生命或比較高價

值的時候，能夠發揮出某種效果（何寄澎，

民 89）。語文測驗不外聽說讀寫，目前我國

各項考試國文科的測驗主要均以閱讀和寫作

為主，以下介紹國內外語文測驗中有關閱讀

測驗和寫作部分的梗概（李隆獻，民 87；洪

毓甡，民 92；何奇澎，民 88；劉約蘭，民

91；鄭圓鈴，民 90；GEPT,2003; SAT*ll, 

2001; TOEFL,2001）。 

 

（一）American College Testing  

閱讀測驗的評量重點在閱讀不同領域的材

料時所具備的整合能力，包括歸納能力，推理

能力。歸納能力在評量是否能夠知道（１）主

旨為何；（２）陳述的事實有哪些；（３）句

與句間之關係。推理能力重在（１）推論主旨

及因果關係；（２）精確了解文章的內容（能

依據事實下結論，進行比較，指出邏輯謬誤

等）；（３）決定特定單字或片語的特殊意

義。 

 

測驗的內容包含四類：（１）散文小說：

完整的短篇故事或節錄的短篇小說；（２）社

會研究：人類學、考古學、商學、經濟、教

育、歷史、心理學、社會學、政治學、地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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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３）人文科學：建築、藝術、文學批

判、音樂、哲學、電視等；（４）自然科學：

天文、生物、化學、地質、工業技術等。 

ACT 預定於二００四至二００五年開始增

加一個三十分鐘的寫作作為大學入學申請的參

考依據。 

 

（二）SAT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有關語文測驗主要有語文能力測驗、閱讀

測驗、寫作三大類。語文能力測驗包含三項有

反義字（評量字彙能力）、類比（評量字彙能

力與邏輯思考能力）、句子填空（評量字彙能

力與閱讀技巧）。閱讀測驗有六種題型，分別

為主旨型（找出文章的中心思想）、細節型

（依文章明確陳述回答問題）、推論型（依內

容看出暗示或隱藏的意義）、語氣／態度型

（察覺作者語氣和態度的能力）、技巧／結構

型（認出文章結構和技巧）、根據上下文決定

字義型。文章取材類型包含（１）敘述文：小

說、短文、傳記等；（２）自然學類：醫術、

植物、動物、化學、物理、地質學等；（３）

人文科學類：藝術、文學、音樂、哲學、民俗

等；（４）社會科學類：歷史、經濟、社會

學、政治等。 

 

至於標準寫作測驗評量則以文法與用字

（基本文法觀念，正確用字），句子改正問題

（句子正確結構）為主。 

 

（三）TOEFL 

托福測驗是美國 ETS 針對母語非英語的

人，想要到美國求學的一個語文能力測驗，該

測驗分為聽力、閱讀、句子結構和寫作四個項

目。閱讀部分題型有四種分別是主旨型（包括

全文主旨和文章標題）、推論型（推論選答和

文章性質）、細節型（重點有數據、最高級、

強調／否定、原因／附加）、字義型（關鍵字

和關鍵片語）。取材則包括衛生／保健、現代

生活、科技、環保／能源、生態／考古、教育

／文化、社會／社會問題、經濟、成就等。 

 

托福寫作近年改為電腦評分，並將一百八

十五個例題提供應考人參考，其型式均為非文

學性的論文，問題涵蓋範圍廣泛，包括社會、

歷史、教育、經濟、心理、哲學等，要求應考

人就所描述之問題，表示正或反的觀點，並提

出支持的論述，而非制式的命名作文（如：1.

你是否同意下列之敘述，電視、新聞、雜誌和

其他媒體，投注太多注意力在公眾人物和名流

的私人生活上？2.一個好主管應具備那些重要

47 



第三十五期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七月 

特質？3.有人認為政府應該儘量將錢花在電腦

科技的發展，但有人認為應將錢花在更多的基

礎需求上，你同意那個觀點？請用特殊的理

由、細節、例子支持你的觀點），評分標準無

關觀點之正反，而是論述有據且文字用語結構

均能合於要求，評分共分七級，從０至六級，

最高為六級，最低為０級。 

 

（四）愛普國際英語能力測驗（Advanced 

Placement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Examination, APIEL） 

愛 普 國 際 英 語 能 力 測 驗 為 愛 普 計 畫

（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三十五種科目

之一，其測驗目的主要用以評量非採英語為母

語國家考生的英語能力。由於托福考試辦理時

間長久，部分國家考生易透過尋找考古題方式

取得高分，並且較著重於測驗應考者對語言知

識的掌握，試題偏重文法，高分者不表示一定

具有順暢之聽、說、寫等表達英語之能力。有

鑑於此，美國大學理事會與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中心另行設計愛普國際英語能力測驗。 

 

本考試中除了增加了口語與寫作部分之比

重外，試題並且著重測驗應考者對英文的理

解、分析與應用能力。該考試於每年五月辦理

一次，共分為「聽力測驗（Listening）」、

「閱讀測驗（Reading）」、「口語表達能力測

驗 （ Speaking ） 」 、 「 寫 作 能 力 測 驗

（Writing）」四部分。考試以紙筆測驗為主，

口語能力測驗則另由錄音機錄音施測，考試時

間計三小時。 

 

相較於其他國際英語能力之考試，愛普國

際英語能力測驗較為著重測驗英語口語表達能

力，並較少涉及文法結構測驗，但是實際上，

應考者之文法結構程度仍可在「口語表達能力

測驗」與「寫作能力測驗」中測得。試題內容

多來自當代英語書刊，學科涉及自然科學、社

會科學、藝術人文等領域。閱讀測驗方面選擇

來自不同學術領域的文章，40 題選擇題。寫作

能力測驗方面，依據 2 個不同學科領域之題目

撰寫 2 篇文章，每篇寫作測驗時間為 40 分鐘。

應考者在此須呈現出自己陳述意見、分析問題

和英語表達能力。 

 

（五）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測驗（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GEPT ） 

近年來在國際化的趨勢下，推展全民英語

學習已成為社會各界普遍的共識，建立一套完

整並具公信力之英語能力分級檢定系統，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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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各級教育及社會各階層的需求有其必要和急

迫性。民國八十六年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

心邀集國內相關領域之學者專家開始研發這項

測驗。而近年來，日本及中國大陸均已研發自

己的英語能力分級測驗，日本有 STEP 測驗，

中國大陸則有 PET 及 CET 等測驗。由此可

見，發展本土性的英語能力分級測驗實為時勢

所趨。 

 

本測驗的對象包含在校學生及一般社會人

士，測驗目的在評量一般英語能力（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命題不侷限於特定領域

或教材；共分五級--初級（Elementary）、中級

（ Intermediate ） 、 中 高 級 （ High-

Intermediate ）、 高級（ Advanced ）、 優級

（Superior）—根據各階段英語學習者的特質及

需求，分別設計題型及命題內容，考生可依能

力選擇適當等級報考。各種職業需要那一等級

之英語能力，語言測驗中心建議如表一，可供

用人機構參採，也可供個人就業前之準備。 

各級測驗均重視聽、說、讀、寫四種能力

的評量；聽力及閱讀測驗採選擇題方式，口說

及寫作測驗則採非選擇題方式，每級依能力指

標設計題型。口說及寫作測驗的評分工作均由

受過訓練的專業人士擔任，每位考生的表現都

會經過至少兩人的評分。每級口說及寫作測驗

均訂有評分指標，評分人員在確切掌握評分指

標後，依據考生的整體表現評分。 

 

本測驗係採「標準參照測驗」（ criterion-

referenced test ），每級訂有明確的能力指標，

考生只要通過所報考級數即可取得該級的合格

證書。聽力及閱讀能力測驗成績採標準計分方

式，實際計分方式會視當次考生程度與試題難

易作調整，因此每題分數及最高分與粗分計分

方式略有差異。寫作及口說能力測驗成績採整

體式評分，使用級分制，分為 0~5 級分，再轉

換成百分制。複試各項成績均達八十分以上，

視為通過。 

 

本測驗已逐漸為國人熟悉並有多所政府和

民間機構以此做為人員進用或陞遷之參據，如

士林電機、內政部警政署外事警察遴選甄試、

公費留考外語能力認定標準、司法院公證人、

台北市計程車駕駛英語檢定、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公務人員陞任評比、教育部九十二年度選送

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出國專題

研究實施計畫、國泰人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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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測驗能力說明 

表一各級綜合能力說明 

級數 綜 合 能 力 備 註 

初級 

通過初級測驗者具有基礎英語能力，能

理解和使用淺易日常用語，英語能力相

當於國中畢業者。 

一般行政助理、維修技術人員、百貨業、餐飲

業、旅館業或觀光景點服務人員、計程車駕駛

等。 

中級 

通過中級測驗者具有使用簡單英語進行

日常生活溝通的能力，英語能力相當於

高中職畢業者。 

一般行政、業務、技術、銷售人員、護理人

員、旅館、飯店接待人員、總機人員、警政人

員、旅遊從業人員等。 

中高級 

通過中高級測驗者英語能力逐漸成熟，

應用的領域擴大，雖有錯誤，但無礙溝

通，英語能力相當於大學非英語主修系

所畢業者。 

商務、企劃人員、祕書、工程師、研究助理、

空服人員、航空機師、航管人員、海關人員、

導遊、外事警政人員、新聞從業人員、資訊管

理人員等。 

高級 

通過高級測驗者英語流利順暢，僅有少

許錯誤，應用能力擴及學術或專業領

域，英語能力相當於國內大學英語主修

系所或曾赴英語系國家大學或研究所進

修並取得學位者。 

高級商務人員、協商談判人員、英語教學人

員、研究人員、翻譯人員、外交人員、國際新

聞從業人員等。 

優級 

通過優級測驗者的英語能力接近受過高

等教育之母語人士，各種場合均能使用

適當策略作最有效的溝通。 

建

議

右

列

人

員

宜

具

有

該

級

英

語

能

力 專業翻譯人員、國際新聞特派人員、外交官

員、協商談判主談人員等。 

資料來源:www.ltt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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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語文表達能力測驗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語文表達能力測驗是

針對跨學系語文表達能力需求所研擬的，主要

是測驗學生對本國語文的修辭、組織、歸納及

傳遞訊息能力，測驗的功能在於：一、評量考

生是否具備就讀大學的基本本國語文表達能

力；二、幫助高中生進行語文程度的自我診

斷。本測驗之題型包括創作接龍、撰寫公開信

及標語、修改潤飾、新聞寫作、看圖作文、閱

讀文章撰寫故事、詩作改寫、論辯、長題型閱

讀測驗等，頗能符合語文表達能力測驗生活應

用及整合的趨勢，逐漸減少「文學性寫作」的

比例。同時邀請非中文系教授擔任研究工作，

為試題注入新的視野與新的方向。 

（七）四技二專國文科試題 

選擇題除了嘗試將作文以選擇題方式外，

篇章為主的選擇題則取材的範圍相當廣泛，稱

其為知識性閱讀理解，包含醫學保建、自然生

態、科技、經濟、藝術文化、社會生活等領

域。 

（八）國家公務人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 

國家公務人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國文科歷來只包含論文、公文、閱讀測驗，中

醫師考試另有翻譯。考試題型也十分固定，論

文均為傳統制式的命題作文，閱讀測驗則多為

文言古文，不過近年已漸有改變。 

（九）加拿大公務人員語文能力測驗 

加拿大人事心理中心對一般公務人員語文

能力之要求，在其一般評量十八種測驗中設計

了四種英語語文能力測驗，分別是（１）文法

拼字與標點測驗：以選擇題評量應考人快速而

正確辨別英文文法拼字與標點錯誤的能力；

（２）辦公室技能測驗－字彙測驗：以選擇題

評量應考人理解文字意義與關係的能力；

（３）書寫溝通測驗：提供一份約二千字的資

料，寫成四百五十字的摘要，用以評量應考人

清楚簡捷書寫的能力；（４）英語能力測驗：

以段落填空、動詞填空、文句結構重組等三個

測驗，評量應考人的英語能力。 

 

綜上所舉語文能力測驗可得以下幾項發

現： 

（一）在評量目標方面：可以看出就擬評量對

語文的理解和運用言，閱讀測驗不只在測驗應

考人對文章單純的了解，而寫作也大多不只是

看其文字使用能力之如何，換言之，大多數的

語文能力測驗，或明確或隱含語文以外的能

力，語文能力測驗可以藉不同的題型（如主旨

型、推論型、因果型閱讀測驗，限制式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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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樣化的取材（社會、文化、經濟、科

技）等命題技巧，使該測驗的評量範圍可以不

單單停留在「語文」能力的本身，而可更深入

地看到一個應試者的思維、組織、邏輯等抽象

能力，這些抽象能力以認知發展來看，是屬於

較高層次的階段。 

（二）在評量項目方面：語文能力一般都是包

括聽、說、讀、寫四個部分，對同一語言使用

者的評量通常比較不強調聽說，因當聽說二方

都是以相同語言溝通傳遞訊息時，其間有較多

補充說明的機會，故目前不論在升學或應公職

考試上，多以讀和寫為評量重點。 

（三）在題型方面：聽、說部分以聽錄音帶再

以筆作答或以口語回答並錄音，讀、寫部分則

均為筆試，閱讀測驗幾乎都是閱讀理解能力的

型式，至於寫作能力有以句子結構測驗其對句

子正確結構和語法應用能力，或以命題式作文

（由命題者統一訂定題旨），托福考試的寫作

是以提問一個論述，要應考人表示贊成或反

對，說明贊成或反對的理由，要用具體的論點

或例子來支持自己的看法，評分的重點不在其

論點之正反，而在論述之良窳、用字遣詞的正

確、組織結構的優劣。近年大考中心研發限制

式作文，以一段文字說明或描述一個情境，由

應考人自行定題目，以有限的字數撰寫，讓寫

作能力可以從更多的角度來評量，實施以來，

成果頗受肯定。 

（四）在試題內容取材方面：以目前文獻觀

之，除了國家公務人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外，其餘各種測驗之取材都十分廣泛，人

文科學類如文學；社會科學類如歷史、社會、

經濟；自然科學類如科技醫學等無所不包，並

非全為文學性的，各種領域的知識都涵蓋，不

但可以知悉應考人的語文能力之好壞，還可以

觀其涉獵知識廣博程度。 

四、現行國家考試國文科評量問題 

國家考試長期以來把國文理所當然地列

為應試科目之一，曾經遭到許多質疑，認為

一個人從小學到大學畢業，已經受過十餘年

國語文教育，凡我國民沒有人不熟悉其運用

和表達，因此主張不必再予列考。 

公務人員及專技人員不論其從事公務或

一般社會大眾的私領域事務，都是以能正確

而有效地表達和傳遞訊息完成工作為目標，

而所賴以表達和傳遞的方式不外口語和文

字，因此要求此二類人員具備一定程度的語

文能力是有必要，對執行公權力的公務人員

更是有其正當性，不論簽辦公文，研擬方案

或撰寫報告，對組織及表達能力水準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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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一般高，以期能有效完成機關任務（陳火

生，民 90）。至於專技人員由於種類眾多，

各行業執業內容差異很大，語文使用情形繁

簡不一，語文能力需要的程度也迥然不同，

因此近年來有關專技人員考試是否仍要考國

文的議題，不斷有人提出，考選部對此已於

九十二年報請考試院加以修正，目前保留列

考國文的只有律師、民間之公證人、會計

師、中醫師、社會工作師、不動產估價師、

不動產經紀人、地政士等八個類別的專技人

員。其餘如獸醫師、消防設備師、航海人員

等其他類科均不再列考國文。從這個修正結

果可以看出仍保留列考國文的專技人員均為

使用語文較為頻繁且語文能力要求水準較高

者，他們在文字論述表達上的能力直接影響

了當事人的權益。 

對不是以語文為專業工具的人來說，語

文能力相對而言，可以說只是一種基本能

力，但我們也都知道語文能力不僅只是聽說

讀寫能力而已，一個人在語文的理解（聽

讀）和運用（說寫）的過程中，其實是藉文

字和口語表達了個體的思考，一個有效的評

量工具和方法應該是可以讓我們觀察到受評

者的思考深度、廣度和密度。因為在寫作時

必須用到個體的綜合、分析和問題解決的技

巧（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Writing, 

2003）。但將國文列為普通科目，是否可以

將其僅視為一種普通的基本能力，不適合在

這個科目的評量時，又期望賦予許多語文以

外的能力，如判斷、觀察、邏輯等抽象能

力。因此我們到底希望從國文科得知考生的

那些能力，其實應該是在設計此科目時便應

有所定見的，才有可能在後續的命題和閱卷

作業中定其範圍和準則。 

一個優良測驗之基本條件，不論其使用

何種題型，不外是試題品質良好，閱卷公平

客觀，以此標準觀之，目前國家考試國文科

之評量，的確有諸多亟待改進的空間。 

今天國文考試評量問題主要是題目之型

式和取材太過狹隘，以及閱卷主觀落差太

大。作文題長期以來都用固定的制式命題，

如「士不可以不弘毅，任重而道遠」、「談

醫術與醫德」、「我最欽佩的人」、「談司

法之獨立性」，這種題目大部分有一定的寫

法，起承轉合有一定格式，教學便利，但它

往往只是一些概念性的東西，與整個現實脫

節，寫了一堆以後，在現實生活常常用不到

（何寄澎，民 89），可以看出與前述托福寫

作試題方向有相當的差異；而閱讀測驗更是

經常被批評老是在四書五經等古文中節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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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只有教中文的人才看得懂的文章為題，完

全不能反映現代人的語文經驗。 

至於閱卷問題，任何開放式（ open-

ended）作答的題型最大的難題都是評分客觀

性的挑戰，尤其是論文式（essay）的題目，

國文科作文因為題數少，占分比例又很高，

評分公平性的影響更甚於一般科目的問答

題。作文的評量有直接與間接、質與量、主

觀與客觀的不同層面。直接意指涉及寫作歷

程中的計畫和轉譯階段，間接主要測量寫作

歷程中回顧相關能力；質的評估指評量時使

用某些主觀的評定方式，量的評估則是將學

生在寫作的表現分解成可以客觀估計數的單

位；主觀評分是依據評分者內在的標準來評

定，主要用來進行質的評估，客觀評估則集

中在實際的、客觀的去計算作文成品特徵，

最常使用的系統包括流暢性、語法成熟度、

字彙和結構。流暢性指在單位時間內寫下較

多的字數，想法的產生也較流暢，這指標看

似簡單，卻在作文評量上有相當重要的意

義，常被研究者用作為寫作成熟的評量方式

之一，Thomas & Donlan（1980,引自葉靖

雲，民 88） , Grobe（1981, 引自葉靖雲，

民 88） 的研究顯示，在客觀、量化的作文

評量方式，總字數是預測作文品質最好的指

標，且與整體計分結果一致。現有文獻顯示

總字數是寫作語言發展的一個有效指標，字

彙著重在文章用字的獨特性與成熟度，評量

的假設是學生在寫作方面愈成熟，使用的非

常字會愈多（葉靖雲，民 88）。 

上述評量理論用於研究或教學或較可

行，對於一般升學、公職或專業的考試會有

相當大的不便，且非常費時，目前在寫作的

評分趨勢多採級分制，也就是將評量結果先

以等第表示，如托福考試採七級（○至六

級），全民英檢採六級（○至五級），大學

入學考試採三等九級（上上、上中、上下、

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托福直接以等級表示成績，全民英檢將級分

換算為百分制，大考中心則以九的倍數訂為

作文的占分比例，如占二十七分或四十五

分，每級差為三分。在評閱前先舉行訂定標

準卷及試評工作，以使各評閱委員能知該次

考試之評閱標準，另為使實際閱卷能更客

觀，多採二閱方式為之，差距在一定級距以

上的則重行評閱。 

考選部在劉部長到任後深感命題和閱卷

是決定試題品質和考試公平二項最主要的關

鍵，首先對長期以來受批評較多且影響考生

較鉅的國文科進行改革，爰於九十年四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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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國家考試國文科專案小組」，歷時十個

月，研發未來國文科考試試題可以有更多樣

化的題型來增加鑑別應考人的國文能力，這

些新的題型除了保留原來的長篇論文和閱讀

測驗外，在寫作方面建議增加限制式的作

文，如翻譯、修飾、組合、改寫、縮寫、擴

寫、設定情境作文、引導式作文、文章賞

析、文章評論、文章整理、仿寫、看圖作

文、應用寫作等十四種題型。在測驗題方面

則增加語文應用測驗、文學鑑賞測驗、文化

認知測驗等三種題型。至於閱卷方式建議採

用兩閱和級分制，以使評分更為客觀合理。

這項研究成果於九十一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特種考試不動產估價師、土地登記專業代

理人考試；九十一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專責報關保險從業人員考試二項考試

試辦，在題型方面，作文部分將過去傳統式

長篇作文改為二題限制式寫作，由命題者設

定一個情境或敘述一段文字，應考人就其所

述自定題目，在一定的字數限制內撰寫。閱

讀測驗部分，取材兼具古典與白話，題型多

元，避免枝節瑣碎。閱卷部分除正式的單閱

外，尚以平行兩閱的方式進行實證比較。本

項改革試辦頗具成效，有以下幾項發現：

（一）題型及取材之改變方面：兩次考試分

別有百分之六五．八及七十．九的應考人贊

同試題難易適中，不同性別、年齡、學歷、

畢業學系、考試次別的看法並無顯著差異，

尤其是不論畢業學系是否為國文學系，對試

題難易度之看法並無顯著差異，顯示這種試

題的改變方向頗能適用於大多數的應考人，

不若以往偏重古文或制式的題型容易獨厚具

某一特性的應考人。雖然取材部分仍有人認

為還是稍為偏於文學性，但整體言已比以往

進步許多。（二）在試題數量方面：本次試

辦之試題數量，作文部分雖增加一題，閱讀

測驗三篇，但兩次考試均有百分之八十以上

的應考人都認為數量適中，並沒有作答不及

的情形。（三）在新題型是否能考出應考人

的國文實力看法上：贊同的人不如前兩項

高，顯示本項改變雖符合語文科目考試改革

的趨勢，也具有測驗統計的學理依據，但仍

需對應考人和社會大眾再做宣導。（四）在

閱卷改變方面：研究發現平行兩閱的確較能

區別應考人的程度差異，平行兩閱的差異分

散較大，變異也較大，其關鍵在於正式閱前

的公評選出標準卷，以訂定閱卷標準，其次

進行試評，調整不同委員間之差異，最後實

際評閱時發現二位評閱有一定差距時則進行

重評，以使閱卷之主觀能降到最低（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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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郭鶴鳴、邱世明，民 91）。 

五、國家考試國文科未來評量之變革 

國家考試國文科未來在各種公務人員考

試及律師、民間之公證人、會計師、中醫

師、社會工作師、不動產估價師、不動產經

紀人、地政士等八個類別的專技人員仍然列

考。因此它仍是一個重要的科目，如何讓它

能更有效地發揮預期效果是一個值得賡續努

力的課題。 

有關上述變革，考選部已於配合典試法

修訂命題規則時將其精神納入其中，未來國

文科之改進可從以下幾個方向來思考： 

（一）在評量目標方面： 

評量目標的確立是編製任何測驗的第

一要件，國文科之列考是要將其定位於純

粹語文能力好壞的知曉，如偏重用字遣詞

正確精準與否，章篇結構是否合於起承轉

合之格式，或是主張語文能力之表現仍應

觀其思考、判斷、邏輯組織等抽象能力，

即不侷限於國文，不限人文之美，期望除

了清晰準確的閱讀、理解、表達外，同時

能觀其深刻獨立的思考和社會意識為根

據，關切己身所處的環境，以為評量重點

之一，有關此議題未來應再進一步取得大

多數的共識。 

（二）在試題型式方面： 

未來在國文科方面可以有較多樣性的

試題型式，除了傳統的長篇作文外，限制

式作文型式也會逐步增加，如引導式作

文、設定情境作文、改寫、擴寫等，測驗

題也可以不只是閱讀篇章，還有語文應

用、文化認知等，增加評量的多樣化。大

學入學考試中心在語文表達能力測驗的研

究改進及實施上有學者對其看法是，新穎

的題材與型式給老師及學生的具體印象

是，語文表達能力不再是課堂上一篇作文

了事，閱覽視野的開拓、公共領域的關

注、材料的組織整合，甚至判斷、推理、

思考能力都一網打盡，國文的價值取向與

工具取向再度挑戰教學及測驗專家理念，

（黃士蔚，民 90）。對命題者來說則是更

大的挑戰，沉浸在氣勢磅礡的金庸世界中

能領悟其精華，悠遊於文學詩詞之中也未

嘗不是一種美，如何將經典融合於流行

之，而流行能不失經典之美，是命題人員

之一大考驗。（張淑琴，民 88）。 

（三）在試題取材方面： 

外在試題型式的改變只是形式，更重

要的還是在取材的方向，換言之，語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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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評量可以朝著不一定只是與文學或文

字有關，藉著更大範圍的題材，我們可以

看到應考人在語文能力上不同向度的表

現。以目前命題規則第五條之規定，國文

論文題命題取向，應避免與應考類科有必

然之關聯。考其立法旨意，當初應是考慮

如有關聯比較容易被應考人猜中，可以用

背誦相關文章以之應試，如司法人員考試

不外「論司法之獨立性」、「司法人員之

社會角色」；醫事人員則不出「視病猶

親」、「論醫術與醫德」、「史懷哲精

神」。不過本屆考試委員則有部分主張國

文試題之取材仍宜與考試類科相關，較能

符合該類科預定取才之目的，當然二者之

不同實乃對語文能力是否為一普通能力，

其語文能力之展現是不受任何題材所限觀

點差異所致，此一觀點的差異便會實質左

右了將來試題取材的不同。 

上述題材不同的趨勢也會涉及參與對

象的擴大與否，因為新題型如果涉及許多

不同領域的取材，則命題與閱卷的委員應

否亦請該領域專家學者參與命題與閱卷，

如果仍僅限於國文科教師是否有可能無法

完全知悉題旨或評閱要點。同時對作文閱

卷的疑慮，不會因作文題多樣化的設計而

改變，因為不同題目的設計，固可分別檢

測不同的能力，分散單一試題的風險，但

如事先閱卷標準不能充分溝通，具體標

示，其改革成效將大打折扣（黃士蔚，民

90）。 

要能達到上項目標，在參與命題的人

選以及閱卷制度的改進上也需要有相對的

配套作為，始能克竟其功。國文因其科目

的特殊性，在命題取材上有機會比其他應

試科目融合更多不同領域的專家學者共同

參與，這個變革的趨勢如果成功將會大大

改寫昔日國文科試題內容不佳的缺失，不

過這種組合功能的發揮，也需要極大的時

間和費用成本為後盾。 

六、結語 

國文科列為重要國家考試的普通科目，

自有其不可取代的功能和需求，但當所有應

試者都已具備多年學習結果，是一種無人不

知曉的語文，卻又不是一個升學考科難以比

照定其範圍，在法規層面賦與更大的空間

後，未來如何獲得多數人的認同，擬定出題

目多樣，取材不偏頗可以適度地涵蓋不同的

知識領域，又能評量出應考人的語文理解、

運用、思維、判斷等重要能力，以達其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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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對考試機關和命題閱卷專家都是一個

嶄新的挑戰。（本文作者為考選部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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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Assessment of Chinese Test i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from the Trend of 

Language Testing 
Tseng Hui-min 

Abstract 

Technology has affected how people use language and the tools they use. Because 

language skills will continue to be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the Civil Servant Exam will 

continue to include Chinese language as its test subject. 

Chinese language examination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its contents and evaluation 

process. As a result, The Ministry of Examination conducted a study in April 2001 to 

improve the design of test questions and the evaluation procedure. The goal is to make the 

examination an effective tool for evaluating test takers’ language ability.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composition, we may require test takers to prepare a variety of essays such as 

exposition, description, revision, condensation, elaboration, and critique. In addition to 

reading test, we may test their ability in language usage, literary appreciation, and cultural 

analysis. Topics will go beyond literature to include social issue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others. We expect these changes to improve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Chinese language examination. It will definitely be a challenge for test takers, agencies that 

administer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Ministry of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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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法官考試改進之研究 

                        

 

李震洲 

摘要 

國民政府在大陸時期，軍法官進用管道主要從一般大學法律系畢業生，以及經過

司法官高考及承審員普考及格者中拔擢；同時為鼓勵軍司法人員相互交流，還特別訂

有軍法人員轉任司法官條例以資適用。此從政府遷臺初期，司法界中頗多先進，具有

軍法官服務資歷可以窺知一、二。民國四十三年十月，行政院函請考試院舉辦軍法人

員特考，以廣登庸人才，考選部會商相關機關後認定軍法人員為軍用文職人員，雖未

受銓敘機關管理，惟仍可為其辦理考試。四十四年首次辦理軍法人員考試，至最近一

次舉辦為九十年，其間共辦理二十六次軍法人員相關考試。不過由於軍法官為武職人

員，並非憲法第八十六條所稱之公務人員，因此長期以來，考試院辦理本項考試，適

法性也一直受到外界質疑與批評。九十二年一月十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五五號解

釋出爐，其中明白揭示公務人員在現行公務員法制上，乃指常業文官而言，不含武職

人員在內。考選部爰配合修正軍法官特考規則，變更考試屬性，使本考試及格者僅取

得軍法官任用資格，而不能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如此自不生轉任公職與否問題。

最後對未來軍法官考試辦理，提出多項改進意見，以供相關機關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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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軍法官制度之起源 

按國民政府在大陸時代，國防部並未設立

軍法專門學校以培養軍法人才，依民國二十七

年九月一日國民政府施行之「軍法及監獄人員

任用暫行條例」規定，軍法及監獄人員之任用

依本條例之規定；本條例所稱之軍法人員，包

括各級軍法官、掌管軍法裁判、軍法行政之司

長、處長、科長及科員。（註一）簡任職軍法

人員應就具有下列資格之一者任用之：現任或

曾任簡任職法官經銓敘合格者；現任或曾任最

高級薦任職法官三年以上，經銓敘合格者；教

育部認可之法律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曾任同上

校以上軍法官者；教育部認可之法律專科以上

學校畢業，現任同中校軍法官已滿停年，成績

優良經考績核定者。薦任職軍法人員應就具有

下列資格之一者任用之：經文官高等考試司法

官考試及格者；現任或曾任薦任職法官經銓敘

合格者；現任或曾任最高級委任職法官三年以

上，經銓敘合格者；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

學法律系畢業，辦理司法事務二年以上，經審

查合格者；在教育部認可之法律專科以上學校

畢業，曾任同少校以上軍法官者；在教育部認

可之法律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現任同上尉軍法

官已滿停年，成績優良經考績核定者。委任職

軍法人員應就具有下列資格之一者任用之：現

任或曾任委任職法官，經銓敘合格者；經文官

普通考試承審員考試、法院書記官考試及格

者；在教育部認可之法律專科以上學校畢業，

經審查合格者；在教育部認可之法律專科學校

畢業，曾任同上尉軍法官者。 

軍法人員經國民政府任命，或最高軍事機

關核准委用後，除軍官佐已有官位者不得登記

外，統由最高軍事機關將該員履歷彙轉銓敘部

查核，按級登記。簡任、薦任、委任軍法人員

之初任，應從最低級起敘。軍法人員退職時，

合於服役年限及年齡條件，給予終身贍養金。

另依民國二十七年七月十五日國民政府施行之

「軍用文職人員轉任普通公務員條例」之規

定，軍用文職人員（包括軍用文官軍法官監獄

官及軍用技術人員等）依各種任用條例任用並

經銓敘部登記後，任各級實職二年以上成績優

良，經考績核定者，得轉任普通公務員；從同

中將至同少尉，按其官階不同，分別訂有轉任

簡薦委任職等公務員之等級及級俸。民國三十

三年十月十八日國民政府公布施行之「軍法人

員轉任司法官條例」，其中規定本條例所稱軍

法人員為各級軍法官及其他執掌軍法裁判之人

員。軍法人員曾在專科以上學校修習法律學科

三年以上畢業，而任相當於委任職之軍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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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以上經登記並審查成績合格者，具有轉任

審判官之資格。軍法人員曾在專科以上學校修

習法律學科三年以上畢業，而任相當於薦任職

之軍法人員二年以上經登記並審查合格者，具

有轉任地方法院推事或檢察官之資格。軍法人

員曾任推事或檢察官一年以上並任相當於薦任

職之軍法人員二年以上經登記並審查成績合格

者，具有轉任兼任地方法院院長之推事、地方

法院首席檢察官或高等法院薦任推事或檢察官

之資格；曾任相當於薦任職之軍法人員四年以

上經登記並審查成績合格，具有轉任高等法院

檢察官之資格。軍法人員曾任兼任地方法院院

長之推事或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或高等法院推

事或檢察官二年以上並任相當於簡任職之軍法

人員二年以上經登記並審查成績合格者，具有

轉任簡任推事或檢察官之資格。 

從國民政府時代建制軍法官制度，可以得

知以下各點：一、當時訓政階段並未設立軍法

專門學校，因此軍法官之來源主要從一般大學

法律系畢業生取才，此外司法官高考及格及承

審員普考及格者，也是拔擢人才的重點。二、

為鼓勵軍司法人員交流，對曾任軍法官者之轉

任司法官，條件極為優厚；凡符合特定資格條

件者，可轉任審判官、地方法院推事或檢察

官、地方法院院長或首席檢察官、高等法院推

事或檢察官等。另外也可根據其軍中級俸（從

同中將至同少尉），轉任普通公務員。 

貳、軍法官考試辦理之沿革 

憲法第八十六條規定，應經考試院依法考

選銓定資格者，僅列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而軍中武職人員

之人事，本不在考試院管轄範圍內。四十三年

十月國防部以「目前軍法人員甚感缺乏，因業

務需要，亟待設法補充，據統計約須軍法人員

（含軍事檢察官、軍事法律官、公設辯護人、

軍法行政官）一０七人」為由，請由行政院轉

商考試院舉行高普考試或特種考試時，增加此

項人員之考試，藉應需要而廣登庸。（註二）

同年十二月二十一日，考選部邀集考試院秘書

處、行政院秘書處、國防部、司法行政部、銓

敘部等機關代表會商軍法人員考試事宜，會中

獲致三項結論：其一、軍法人員（包括軍事檢

察官、軍事法律官、公設辯護人、軍法行政官

及軍法書記官）係軍用文職人員，雖未受銓敘

機關之管理，其考試可由考試機關辦理。其

二、一面由考選部會同國防部研擬，於四十四

年高普考試內增列軍法人員類科，一面由國防

部擬訂特種考試軍法人員考試規則草案，送請

考選部轉呈考試院核布。其三、應考資格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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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除參照司法人員考試各級類考試規定外，

考試科目應加試軍事常識科目。（註三）四十

四年六月二十九日，考試院公布特種考試軍法

人員考試規則一種，其中將軍法人員分為甲、

乙兩級，甲級軍法人員包括軍法官、軍事檢察

官、軍事法律官、公設辯護人、軍法行政官、

監獄官、軍法法醫官，乙級軍法人員包括軍法

書記官、監獄官；凡應本考試者，於考試前須

經體格檢驗，不合格者不得報考；每屆舉行考

試前由考選部、國防部會商擬具考試級別、區

域地點、日期，呈考試院核定後由考選部公告

之；本考試組織典試委員會主持典試事宜，其

試務由考選部辦理或委託國防部辦理，並由考

選部派員指導。（註四）軍法官考試應試科

目，除刑法、刑事訴訟法而外，特別偏重陸海

空軍刑法、陸海空軍審判法、證據學及刑事政

策等科目。四十四年首次辦理之特種考試軍法

人員考試，係和當年高普考試同時舉行，由高

考典試委員會兼辦典試事項，試務由考選部辦

理。計錄取甲級軍法人員十八名（含軍法官、

軍事檢察官、軍事法律官、公設辯護人、軍法

行政官）、乙級軍法人員五名（含軍法書記

官、監獄官）。（註五） 

四十五年七月七日，總統公布軍事審判

法，並於同年十月一日起施行。（註六）根據

軍事審判法第十三條第一、二項之規定，本法

稱軍法人員者，謂軍事審判機關之軍法主官、

審判官、軍事檢察官、公設辯護人、書記官、

檢驗員、通譯及執法官兵；本法稱軍法官者，

謂軍事審判機關之軍法主官、軍事審判官、軍

事檢察官、公設辯護人。前述第一項軍法人員

之範圍相當廣泛，第二項軍法官之範疇則較為

嚴謹，明顯的軍法官範圍較軍法人員為狹。第

十四條則明定軍法官由國防部就具有下列資格

之一者，依法任用之：一、經軍法官考試及格

者。二、具有司法官及縣司法處審判官之資格

者。三、在本法施行前已取得軍法官資格者。

本條所稱之軍法官，係指第十三條第二項之軍

法主官、軍事審判官、軍事檢察官、公設辯護

人而言；第一款之軍法官考試，即指四十四年

首次辦理之軍法官特考而言；第二款所謂具有

司法官及縣司法處審判官之資格，參照原法院

組織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司法官之任用資格

計有十一種，參照原縣司法處組織條例第五條

之規定，司法處審判官之任用資格計有七種；

第三款所謂本法施行前已取得軍法官資格者，

係指在民國四十五年十月一日以前已經國防部

任用為軍法官者。（註七） 

自從五十一年八月二十九日考試法修正公

布，將公務人員考試分為甲、乙、丙、丁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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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同年十二月八日考試院即修正發布軍法

人員特考規則，將軍法人員考試分為乙、丙兩

等，乙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丙等考試相當普

通考試，乙等包括軍法官、監獄官、軍法法醫

官，丙等包括軍法書記官、監獄官。惟乙丙等

考試應考人除應具備應考資格外，並須受畢軍

官或士官基礎教育，年齡在現役限齡之內，因

此並未排斥受畢預備軍官教育之社會青年報

考。惟就實際統計數據來看，社會青年報考錄

取者比例約佔錄取人數三分之一左右，但絕大

多數僅為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極少申請志

願入營改服現役擔任軍法官者。（註八）七十

九年十二月五日軍法人員特考規則修正，增列

第九條「本項考試錄取人員須經訓練，訓練期

滿，其訓練成績合格並送由考選部核定者，始

完成考試程序，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

及格證書。前項訓練辦法另訂之。」本年起軍

法官特考及格人員，須經四個月之訓練，其中

八週基礎訓練在國防管理學院課堂講授，其餘

八週實務訓練則分發各軍種軍法業務較繁重之

單位實習軍事檢察、審判實務及監所業務。

（註九） 

八十一年八月十七日考試院訂定發布特種

考試軍法官考試規則，原特種考試軍法人員考

試規則廢止。（註十）其修正重點包括：本考

試增訂軍事審判法第十四條為法源依據；考試

類科僅保留乙等考試軍法官類科；考試除筆試

外增列口試程序；原試務得委託國防部或軍事

教育機關辦理，考選部派員指導，修改為試務

工作由考選部自行辦理。八十五年一月十七日

公務人員考試法大幅修正，特種考試軍法官考

試規則配合考試等別、限制轉調等規定加以調

整，並於同年九月十六日修正發布，其重點包

括：考試等別改為三等；刪除應考資格中有關

考試及格滿三年始得報考高一等別考試之限

制；體格檢查於筆試錄取後辦理，其標準並依

務人員考試體格檢查標準之規定；配合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成立，變更訓練成績之核

定機關為該會，訓練並依公務人員考試有關訓

練辦法規定辦理，不另訂訓練辦法；增列備役

人員錄取及申請辦妥志願入營手續及相關事

宜；配合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三條有關特考特用

規定，明定本考試及格人員不得轉調之規定。

自民國四十四年首次辦理軍法人員考試，至九

十年最近一次辦理，四十八年當中共計辦理二

十六次考試，總報考人數為三、○三二人，到

考人數二、七一一人，及格人數一、三八一

人，及格率為百分之五十點九四。（註十一） 

九十二年三月二十七日考選部將特種考試

軍法官考試規則修正草案，報請考試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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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修正重點計有以下各點：刪除考試規則抬頭

特種考試名稱；刪除引用公務人員考試法作為

法源依據；參酌公務人員考試法增列應考資格

停年規定及得以兩科原則報考之規定；口試改

採集體口試；軍法官為軍職人員，故考試程序

之訓練改由國防部辦理；明定本考試及格人員

僅取得軍法官任用資格，而無法取得公務人員

任用資格（因此軍法官退伍以後自不生轉任公

職問題），九十一年底之前原軍法官考試及格

人員仍得適用依法考試及格人員考試類科適用

職系對照表，取得一般行政、人事行政、法

制、司法行政職系任用資格，以維持其權益；

本考試準用典試法規定組織典（主）試委員會

主持典試事宜。現全案正在考試院進行審議

中。（註十二） 

叁、考試院辦理軍法官考試適法性探討 

考試院第八屆第十八次會議，于考試委員

惠中報告主持七十九年軍法人員特考典試情

形，報告中對國家文官考試體系宜否包括軍法

官任用資格考試問題，建議考選部加以檢討研

究，經院會決定「于委員建議交考選部研

究」。民國八十年二月十一日考選部邀集相關

機關，就軍法人員特考由考試院辦理之適法性

加以研商，會中行政院代表認為軍事審判法第

十四條與陸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例並不牴

觸；另軍法官考試規則以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三

條及軍事審判法第十四條為依據，均合於相關

法律。國防部軍法局代表則認為如考試院辦理

軍法人員考試適法性有疑慮，則歷年所辦考試

及格之軍法官即有瑕疵，故不可不慎；另公務

人員有廣狹之分，軍法官為廣義公務員應可肯

定。國防部法制司則引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二六二號解釋，軍人違法或失職行為成立彈劾

案時，應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以及公

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

職公務員均適用之，故強調軍法官乃為武職之

公務員。銓敘部代表表示該部主管公務人員任

用、銓敘等業務，並未辦理軍職人員之任職資

格銓定事項，另軍法官之身分已由早年之軍用

文職人員轉變為軍職人員，因此應否由考試院

辦理考試確有待斟酌。由於與會機關見解不

一，因此會中並未做成具體結論。（註十三） 

鑑於軍法官考試之辦理，已逾憲法所定考

試院職掌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考試、專技人員執

業資格考試之範圍，因此考選部深入研議後採

甲、乙兩案併列方式（甲案不宜繼續辦理，並

建請向司法院大法官申請解釋，有關依據軍事

審判法第十四條第一款規定舉辦之軍法人員特

考是否合於憲法第八十五條及八十六條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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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行依法考選銓定事項或逕請國防部自行辦

理。乙案宜繼續辦理，惟將特種考試軍法人員

考試規則修正為特種考試軍法官考試規則，試

務由考選部自行辦理，並與司法人員特考合併

舉行。）報請考試院審議。（註十四）經第八

屆第二十六次會議決議：本案交張秘書長協調

有關機關，委託學者專家成立專案小組研究後

再議。 

其後考試院委請戴東雄、法治斌、傅肅

良、郎裕憲、甘添貴等學者組成專案小組，並

去函外交部轉請駐美國、法國、日本、韓國外

館代為蒐集各駐在國軍法人員有關資料。根據

查報資料，法國、日本並無專職軍法人員，平

時軍人犯罪一律由普通法院管轄；戰時則由軍

令系統人員臨時組成軍事法庭。美國軍法人員

需具法學院畢業學歷、經律師考試及格、且曾

在聯邦或州法院出庭，即可經專業訓練後派

任。韓國軍法官來源以國防部主辦之軍法官考

試及格為主，因其並無培育軍法官之專門學

校，一般大學法律系畢業生，考取後須經兩年

實務訓練，始得擔任軍法官；其待遇與司法官

相同，並同時取得律師資格。該小組最後提出

如下建議：由考試院提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

法中公務員與公務人員之區別，在未解釋前，

可由國防部依往例函請考試院辦理軍法官考

試；如未來解釋考試院職權不及於軍人，則不

再辦理軍法官考試。反之如解釋考試院職權亦

包括軍人之考試，則為提昇軍法官素質，考試

院似可考慮軍法官與司法官考試合一辦理，考

生以選填志願方式，排列司法官與軍法官之順

序，再依成績錄取。錄取軍法官者，同時取得

公務人員資格，服役相當年限後，亦可依律師

檢覈辦法之規定，免試取得律師執業之資格。

（註十五）考試院第八屆第六十次院會針對本

案決議：軍法人員考試繼續舉辦，但考試規則

名稱改為特種考試軍法官考試規則，試務由考

選部收回自辦，且與司法人員特考併同辦理。

專案小組所提意見及各委員發言，均交考選部

於研修考試規則時參考。 

八十三年十二月考選部再度函陳考試院建

議適時停辦軍法官特考，經第八屆第二○七次

院會決議：特種考試軍法官考試再辦兩次（民

國八十五年、八十七年）後予以停辦，其考試

規則俟民國八十七年軍法官考試結束後予以廢

止。此一決定考選部於八十四年二月函轉國防

部查照，國防部研究經年在八十六年二月提出

申復意見，並認為軍、司法官如車之兩輪併行

不悖，司法官既經考試院嚴格考選，軍法官之

選拔自不宜差距太大，以免受追訴審判之人難

昭信服，爰建議軍法官考試仍宜由考試院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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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為期慎重，同年五月二十三日考選部再邀

集國防部、法務部、銓敘部、人事行政局等機

關代表及多位法律學者徵詢意見，會中多數意

見皆認為軍法官考試宜由考試院繼續辦理為

妥。經考試院第九屆第六十次會議決議：維持

第八屆第二○七次會議決議，軍法官考試於八

十七年再辦理一次後予以停辦；惟屆時軍事審

判制度如有變革，為因應情勢變遷及事實之需

要，再予配合檢討。（註十六） 

八十六年十月三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

三六號解釋出爐，其中明示軍事審判機關所行

使之國家刑罰權，必須符合正當法律程序之最

低要求；平時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

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直接向普通法院以判

決違背法令為理由請求救濟；並對訴訟救濟相

關之審級制度配合調整，另軍事審判之審檢分

立、參與審判軍官之選任標準及軍法官之身分

保障事項等，亦應一併檢討改進。八十八年十

月二日總統修正公布軍事審判法全文二三八

條，其中第十一條規定：「軍法官由國防部就

具有下列資格之一者，依法任用之：一、經軍

法官或司法官考試及格者。⋯前項第一款軍法

官考試，由考試院舉辦。」同年十二月二十九

日考選部再將軍法官特考宜否繼續辦理一案之

研議結果，報請考試院審議，其中明確指出：

軍事審判制度已有重大變革，如軍法機關改採

地區制不再隸屬部隊，以貫徹審判獨立，另厲

行審檢分立以獨立行使職權；又軍法官係依法

從事公務之人員，屬廣義之公務員，應可於公

務人員考試中取才；且現行軍法官特考規則第

十條規定，本考試及格人員受限於特考特用，

無法轉調國防部以外之機關應不致對他機關造

成衝擊。爰建議軍法官考試允宜自民國八十九

年起繼續辦理，並採以往與司法人員特考合併

辦理方式，以齊一命題、閱卷標準，俾利擇優

取才。經考試院第九屆第一六五次會議決議：

照部擬通過。 

肆、軍事審判法八十八年修正及軍法官

轉任公職 

行政院及司法院會銜所提軍事審判法修正

案，於八十八年三月二十九日函送立法院查照

審議，經立法院司法、國防兩委員會密集召開

六次聯席會議審查竣事；同年十月一日完成

二、三讀審查，十月二日由總統公布施行。

（註十七）其中第十條規定「本法稱軍法人員

者，謂軍法機關之軍法官、主任公設辯護人、

公設辯護人、觀護人、書記官、法醫官、檢驗

員、通譯及執法官兵。（第一項）本法稱軍法

官者，謂軍事法院院長、庭長、軍事審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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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長、主任軍事檢察官、軍

事檢察官。（第二項）」第十一條規定「軍法

官由國防部就具有下列資格之一者，依法任用

之：一、經軍法官或司法官考試及格者。二、

經律師考試及格，並執行律師職務三年以上，

成績優良者。三、曾在公立或經立案之私立大

學、獨立學院法律學系或法律研究所畢業，而

在公立或經立案之私立大學、獨立學院任教

授、副教授三年、助理教授四年或講師五年，

講授國防部所定主要法律科目二年以上，有法

律專門著作，經審查合格，並具有薦任職任用

資格者。（第一項）前項第一款軍法官考試，

由考試院舉辦。（第二項）⋯」前述規定對軍

法人員及軍法官明顯加以區隔；其次將原條文

軍法官考試及司法官考試及格者予以合併，明

定軍法官應由相關考試及格者充任之；再其次

軍法官之任用，仍採軍文併用原則，故參考司

法人員人事條例第九條第三款及第四款，增訂

律師及法律科目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

師，具有軍官或薦任任用資格，並符合所定條

件者，均得依法任用為軍法官；另明定第一款

之軍法官考試由考試院舉辦（原條文僅規定軍

法官考試及格者，得由國防部依法任用為軍法

官，惟並未規範軍法官考試該由何機關辦

理）。（註十八） 

由於軍法官係武職人員而非公務人員，因

此考試院七十六年一月訂頒之職組暨職系名稱

一覽表中並無軍法官可資適用職系；但依考選

部會同銓敘部七十六年七月訂定發布之依法考

試及格人員考試類科適用職系對照表附則五之

說明，依公務人員考試法規定辦理之考試，其

考試類科未列明職系者，如與本表所列類科相

同或性質相當者，即得適用依法考試及格人員

考試類科適用職系對照表規定。依該表規定，

軍法官考試類科及格者，得適用一般行政、人

事行政、法制、司法行政四職系；因此國防管

理學院法律系畢業生考取軍法官考試後，除得

擔任軍法官而外，未來退伍以後尚得根據前開

適用職系轉任公務人員。原特種考試軍法官考

試規則第十條對此有明文規定「本考試及格人

員，取得軍法官資格，並適用依法考試及格人

員考試類科適用職系對照表取得各適用職系任

用資格，不得轉調國防部及其所屬機關以外機

關任職。」所以就法制上來看，連結軍法官得

以轉任公職的相關規定是軍事審判法第十一

條、特種考試軍法官考試規則第十條及依法考

試及格人員考試類科適用職系對照表。 

此次考選機關改變了軍法官考試的屬性，

不再稱之為特種考試，更切斷了本考試與公務

人員考試及任用之間的關係；其主要的論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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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官大法官九十二年一月十日做成之第五五

五號解釋，該解釋文及解釋理由書中明白指

出：依憲法第八十六條及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

觀之，稱公務人員者，係指依法考選銓定取得

任用資格，並在法定機關擔任有職稱及官等之

人員；現行與公務員有關之法規，凡使用公務

人員名稱者，包括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

俸給法、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陞遷法、

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人員

撫卹法等，均不適用武職人員。所以公務人員

在現行公務員法制上，乃指常業文官（或稱常

任文官）而言，不含武職人員在內。此項解釋

一出，過去多年來因為應否賡續辦理軍法官考

試之討論以及軍法官是否為公務人員之爭論，

都有了新的思考方向與空間，考選部爰大幅研

修軍法官考試規則如前述。至於國防部對此次

軍法官特考規則修正重點，則持不同意見，包

括軍法官與司法官同為國家司法建制下職掌刑

罰權之公職，雖非公務人員任用法規範對象，

但官箴性質不因任官派職法律不同而有歧異；

另依軍事審判法設立之各級軍事法院及檢察

署，追訴罪犯職掌國家刑法權，性質極為特

殊，應屬公務人員考試法施行細則第五條第一

項第十一款「其他特殊性質機關」；另大法官

釋字第四三六號解釋，已肯認軍事審判制度，

如果行使國家刑罰權之人，不具國家公務員考

試之資格，亦即否認該等人員為國家公務員，

則如何能追訴審判犯罪？此對軍中人權保障似

有未周，對國家司法權公信力不無負面影響。

因此要求軍法官考試維持原屬性不變，不宜排

除其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之性質，亦不宜排除引

據公務人員考試法作為辦理之法源。（註十

九） 

本案如從法理上來看，軍法官係武職人

員，不具公務人員身分，亦非常業文官，非屬

公務人員考試法、公務人員任用法規範範圍，

大法官已做成解釋可謂極為明確。軍事審判法

第十一條雖明定軍法官考試，由考試院辦理；

但這並不意味著凡經考試院辦理之考試，就必

然可以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比如考試院早

期曾經辦理過之雇員考試、檢定考試、公職候

選人檢覈等皆是。但從情理上來看，國防部軍

法機關曾提出異見，以及部分軍法人員反彈，

也可以讓人理解。其根本原因就是過去軍法官

特考及格者任職軍法官，俟其服役期限屆滿退

伍之後，不必再參加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

任公務人員檢覈考試或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

員特考，憑其軍法官特考及格資格即可轉任公

務人員。（註二十）如今此一管道遭到阻斷，

對於過去已經軍法官特考及格者之轉任公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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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固然有所維護，但對考試規則此次修正以後

將參加軍法官考試之國防管理學院法律系畢業

生而言，此一期待利益取消，當然會有所衝

擊。其次修正後之軍法官考試規則，除了刪除

引用公務人員考試法法源依據，使軍法官考試

及格人員不得轉任公務人員外，仍準用公務人

員考試相關法規，條條幾乎都和其他公務人員

特考規則相仿，如此修正當然也會引起非議。

再其次同為考試院辦理之考試，上校以上軍官

應轉任公務人員考試時亦為現役軍人身分，及

格後即可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辦理退伍後

立即可以轉任公職；但參加軍法官考試者則謂

其為武職人員，考試及格後，卻不能取得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讓人感覺為何獨薄於軍法官。

最後八十八年十月軍事審判法大幅修正公布，

該年十二月考選部函報考試院謂軍法官為廣義

公務員，可於公務人員考試中取才，其及格人

員且已嚴格限制轉調，不能轉任國防部以外機

關任職，因此不致對其他機關造成衝擊；考選

部爰建議八十九年起繼續辦理軍法官特考，並

經考試院第九屆第一六五次院會照案通過。如

今並無其他的更新情勢發生，政策卻有如此的

巨變與轉折，難怪會產生爭議。以上正反不同

意見互相激盪，容或都有其道理，但是從推行

政務應該要依法行政的角度來看，法制上如果

不能立足，只是衡情論理恐怕也不能讓本案有

所轉圜。 

伍、軍法官考試未來改進方向 

未來考試院院會如果依照考選部原先報院

修正之軍法官考試規則主要內容通過，改變了

軍法官考試的屬性，使得爾後軍法官考試及格

者不再能夠轉任公職，則軍法官考試之舉辦未

來仍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茲分述如後： 

一、既然司法院大法官第五五五號解釋，已經

明確揭櫫公務人員在現行公務員法制上是

指常業文官而言，不含武職人員在內。考

試院也已配合修正軍法官考試規則，未來

軍法官考試及格者將不能據以轉任公職；

則中期來看軍事審判法第十一條第二項，

軍法官考試由考試院舉辦之規定，應協調

國防部於下次修法時予以刪除，以符憲法

第八十六條考試院之憲定職掌。相信在本

條修正以後，由國防部自行辦理軍法官考

試，為了維持軍法官素質及保障軍人權

益，國防部仍會嚴格把關進行篩選。 

二、短期來說，在考試院依據軍事審判法第十

一條第二項授權情況下恢復辦理軍法官考

試以後，實應依據典試法第二條第二項之

彈性規定，因應軍法官考試性質特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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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主試委員會辦理考試，必要時並可採

取委託國防部辦理考試方式處理。 

三、如果仍將組織典試委員會辦理考試，則軍

法官考試宜單獨辦理，並和司法官考試脫

鉤，以滿足國防部對軍法官的用人需求，

而不應僅從節省試務經費角度考量。從統

計數字來看，自八十五年開始為提昇軍法

官素質，軍法官考試與司法人員考試合併

辦理，司法官和軍法官類科相同之應試科

目民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三科，採取

同一命題及相同閱卷委員及評閱標準，某

種角度來看這使得國防管理學院法律系畢

業生和台大、政大、臺北等大學法律系畢

業生放在同一標準下參加競爭，受到這三

科成績拉低的影響，於是軍法官考試的錄

取率從往年的百分之六、七十左右，大幅

滑落至八十五年的百分之二十三點○八、

八十七年的百分之十二、九十年的百分之

十八點一一，近年來嚴重的錄取不足已經

影響到軍法體系人力調度，也使得國防管

理學院法律系畢業生通不過軍法官考試而

被迫長期擔任軍法書記官致影響工作士

氣。其實國防管理學院法律系畢業生就是

培養準備要來擔任軍法官的（有如警察大

學畢業生培養要來擔任警官一樣），如今

軍法官的待遇所得、身分保障及社會地

位，猶差司法官一大截，現在又關閉本考

試及格者得轉任公職之管道，倘政策上還

要維持軍法官及司法官合併辦理考試，對

國防管理學院法律系畢業生而言真是情何

以堪，對國防部有關軍法官之用人更是難

以密切配合。 

四、考試院現正積極推動法官、檢察官、律師

三合一考試特別條例之草擬，相關機關如

能有效解決軍司法官待遇、地位差距問

題，則將軍法官納入前述合一考試範圍，

應可有效吸引一般大學法律系優秀畢業生

投身軍法工作行列，並提昇軍法官整體素

質。俟其人員素質顯著提高，則服務滿若

干年准其轉任公職或取得律師執業資格，

自然也能得到各界的支持認同。 

五、國民政府時代，對軍法官的任用及轉任，

還曾制定軍法及監獄人員任用暫行條例、

軍用文職人員轉任普通公務員條例、軍法

人員轉任司法官條例等人事特別法律加以

規範；但在行憲多年以後，相關法律廢

止，軍法官任用僅在軍事審判法中第五條

條文來規定，確實失之簡略，而軍法官之

轉任公職，更僅以法規命令層次之軍法官

考試規則及依法考試及格人員考試類科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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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職系對照表來夾帶規定，難怪辦理考試

及轉任公職之適法性，會一再引起外界討

論與質疑。未來有關軍法官教育養成、考

試訓練、任用、待遇、身分保障、在職進

修、陞遷、退撫、轉任公職等規定，實應

參考法官法草案之體例另訂專法，始能對

軍法官相關制度完整規範。或至少在軍事

審判法中以專章明確規範，以符法律保留

原則。 

六、軍法官考試制度改進，不能只狹隘的和司

法官考試制度加以對比，其實更應該和上

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退除役軍

人轉任公務人員特考、後備軍人參加公務

人員考試優待、軍法官申請部分科目免試

取得律師資格等法制相連結。換言之，退

輔安置的功能在制度設計上應該受到一定

程度重視。 

（本文作者考選部參事） 

 

註釋 

註一 國民政府時期對軍事機關進用非軍職人

員定有三種法律，其一為軍用文官任用

暫行條例，其軍用文官包括：秘書、書

記、司書、普通科學及外國語文教官、

譯述員、服務員、譯電員及其他軍用文

職人員。其二為軍用技術人員任用暫行

條例，其軍用技術人員所任業務包括：

兵器彈藥艦艇航空器車輛研究設計製造

修理檢驗、土木建築及電機機械等工

程、物理化學研究試驗製作、氣象測

候、軍用工廠之設計及管理等。其三為

軍法及監獄人員任用暫行條例，其軍法

人員包括：各級軍法官、掌管軍事裁判

軍法行政之司長、處長、科長及科員。

以上三種條例進用之人員，並均可依軍

用文職人員轉任普通公務員條例，依法

轉任普通公務員。前述各項法律，均引

自第一屆立法院編印「中華民國法律彙

編」，民國四十七年五月出版，頁三一

四三至三一五九。 

註二 考試院四十三年十一月二十五日臺試秘

文字第一五五七號函。 

註三 四十三年十二月二十一日考選部召開軍

法人員考試座談會紀錄。 

註四 四十四年六月二十九日考試院發布特種

考試軍法人員考試規則第二條至第七

條。 

73 



第三十五期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七月 

註五 考試院編印，「考試院施政編年錄——

中華民國四十三至四十四年」，頁四八

七。 

註六 民國四年陸軍審判條例公布施行，軍事

審判始有法律根據；十九年，國民政府

公布施行陸海空軍審判法，軍事審判更

具雛形；三十年，戰時陸海空軍審判簡

易規程發布施行。以上諸法規均採會審

制度，軍法官兼任軍事檢察官，程序雖

簡明迅速，但被告之權益仍缺乏保障。

中央政府遷臺後，四十年發布軍事機關

審判刑事案件補充辦法，因準用刑事訴

訟法規定，審檢職權始予劃分，四十二

年再發布軍事機關審判刑事案件選任辯

護人辦法，以貫徹當事人對等主義。四

十五年七月七日公布，同年十月一日施

行之軍事審判法，則明訂現役軍人意義

與範圍、確立三級二審制度、確定審判

獨立與軍法官職位保障、確定審判公開

原則、確立軍事檢察及辯護制度、建立

覆判、抗告、再審制度等。可說是軍事

審判制度的重大變革。參見陳煥生，

「刑事特別法實用」，月旦出版公司出

版，一九九七年七月初版二刷，頁七十

三至七十六。 

註七 張肇平，「軍事審判法釋義」，正中書

局印行，五十八年四月臺二版，頁三十

六。 

註八 考試院第八屆第三次會議有關七十九年

特種考試安檢行政人員考試規則草案、

七十九年特種考試軍法人員、安檢行政

人員考試應行公告事項草案審查報告所

附軍法官特考考選部補充說明。 

註九 參見七十九年特種考試軍法人員考試錄

取人員訓練辦法第三條及國防管理學院

軍法官特考及格人員講習班第一期教育

計畫綱要。 

註十 考試規則名稱從軍法人員改為軍法官，

主要是因為第一條增列法源依據為公務

人員考試法第三條及軍事審判法第十四

條，既然軍事審判法明定僅軍法官需經

考試及格，則軍法官以外之監獄官、軍

法法醫官、軍法書記官等廣義之軍法人

員，自不必考試用人。 

註十一 中華民國九十年考選統計，考選部編

印，九十一年六月出版，頁一七五。 

註十二 考選部九十二年三月二十七日選特字

第○九二一五○○四○九號函所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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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考試軍法官考試規則修正草案總說

明。 

註十三 八十年二月十一日考選部召開研商特

種考試軍法人員考試是否適法有關事

宜會議紀錄。 

註十四 考選部八十年三月九日選特字第一一

一五號函。 

註十五 軍法人員特考宜否仍由考試院繼續辦

理專案小組參考意見。 

註十六 考試院第九屆第六十次會議關於軍法

官考試應否繼續由考試機關辦理審查

報告。 

註十七 立法院公報第八十八卷第四十二期院

會紀錄，頁二二五至二六四。 

註十八 軍事審判法現行法、行政院司法院修

正案、審查會通過條文對照表第十條

及第十一條之說明欄。 

註十九 國防部九十二年四月二十九日法浩字

第○九二○○○一三二五號函及所附

國防部對考選部特種考試軍法官考試

規則修正草案建議意見。 

註二十 根據王雲五先生（時任考試院副院

長）的說法，「⋯就憲法和法律來

講，非經考試院考試及格，是不能擔

任文職公務員的。因此武職要轉到文

職，無論如何，都必須經過本院舉辦

的考試，在未經考試及格以前，依法

是不能轉任文職的。⋯但這一次經過

軍法人員考試及格者便不同了，他們

的任官資格既經本院考試核定，任軍

職後之經歷只要有充分的證明，本院

當無不可承認；這樣一來，將來擔任

了若干年的軍法官以後，如有轉任文

職之可能和機會，不僅無須另經一次

考試而可以直接認定其資格，甚至一

切資歷也可以經過審核而加以承

認。」參見王雲五，「岫廬八十自

述」，臺灣商務印書館印行，五十六

年七月一日初版，頁六六五至六六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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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Improvement of the  
Examination for Military Judge 

Lee Cheng-chou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the main sources of military judges 

were the university graduates of law major, and those who were qualified through the senior 
examination for military judge and the junior examination for interrogator.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rchange between the military legal personnel and judicial personnel, statutes were enacted 
specifically for the purpose of transfer of military legal personnel to service as a judge.  That was 
slightly manifested from the fact that quite a number of the predecessors in the judicial circle had 
experience of service as military judge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when the government just moved to 
Taiwan.  In October 1954, the Executive Yuan requested the Examination Yuan to conduct a special 
examination for military legal personnel so as to invite persons of talent.  After the Ministry of 
Examination consulted with the concerned agencies, it considered that it was still eligible to conduct 
the examination as the military legal personnel, although not under the charge of the Ministry of Civil 
Service, were civil service workers employed by the military.  During the time span from the first 
examination conducted for military legal personnel in 1955 to the latest one in 2001, 26 examinations 
had been held for military legal personnel.  However, since a military judge is after all a military 
personnel but not a civil servant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86 of the ROC Constitution, the Examination 
Yuan has been for long under the questions and criticism of outward circles with respect to its 
eligibility to hold such examinations.  On January 10, 2003, the Interpretation made by the grand 
justice of the Judicial Yuan with Ref. No. Shi-tze-555 explicitly proclaimed that a civil servant should 
refer to a regular civil service worker pursuant to the current civil servic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military personnel should not be included.  The Ministry of Examination accordingly amended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special examination for military judges and altered the nature of the examination so 
as to grant the passers of such examinations only the qualification to serve as military judges, but not 
the qualification for civil service.  Consequently, no question in regard to whether a military judge 
may be transferred to a position of civil service will come into existence.  Finally, for reference of the 
concerned agencies, this study present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of future examinations 
for military 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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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提早退休決定的 
體制面原因與政府對策 

                        

 

林嘉琪 

摘要 

1960 年代迄今，工業先進國家的提早退休現象呈現了難得一致的發展趨勢，其老

年人口的勞動參與率與退休年齡均逐年下降。伴隨著人口老化的趨勢及經濟成長的限

縮，這波提早退休現象漸由社會成就演變為社會問題，該在什麼時候退休、給多少的

退休金成了老年化社會中必須重新考量的課題了。因此，各國政府自 1980 年代末起，

就因提早退休趨勢的發展陸續著手進行制度的檢討與變革。本文立論於體制安排會對

個人行為造成影響，亦即整體經濟情況以及政府與企業的相關退休政策與計畫均會影

響到人的退休行為，因此從體制層面探討提早退休的現象、產生的原因、所衍生之問

題，以及各國政府在面臨人口老化與提早退休雙重壓力下的回應措施。 

 

77 



第三十五期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七月 

壹、前言 

一般認為退休制度是工業時代的產物，由

於工業化所帶來經濟生產方式的改變，使得獨

立於家庭組織之外的經濟組織成了生產的主

體，成本利潤更成了經濟組織生存的必要考

量，人力的新陳代謝無可避免的成了效率提升

的手段之一，首先是以固定年齡為條件的強制

退休制度在不得不的情形下產生。另一方面，

工業化也帶來經濟大幅的成長，使得經濟產出

得以有所盈餘，而能移轉用以照顧非工作的退

休人口，退休制度進一步有了退休給與的設

計，制度因之更臻完善。Atchley 歸納出退休

制度於現代社會中出現的四個必要條件：一是

人們必須活的夠久，以累積社會定義的最少工

作年資；二是經濟上必須生產出足夠的盈餘可

以支應不用工作的成年人；三是必須有某些機

制可以將經濟的盈餘移轉到退休人員的身上，

像是年金系統或是社會安全系統；最後，社會

成員必須接受沒有工作的成年人仍然活得有尊

嚴的正當性（Atchley, 1976:15-16）。 

退休從強制性、無照護措施開始，到自願

性、提供退休給與，並且經由各種觀念的塑造

建立了退休權利的正當性後，退休成了一個可

預期、被期待與接受的觀念，特別是在近代福

利國家的思潮下，各先進國家無不將退休老人

納入其社會安全制度的對象之一，政府提供了

國民年金作為退休老人基本的生活保障。另

外，與職業相關的的職業年金也成了各企業組

織福利政策的一部分，在吸引人才與維持人力

新陳代謝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亦即公、私部

門分別透過國民年金與職業年金的建立來保障

了老人一定水準的財務安全的同時，制度的完

善卻也使得許多國家中出現了早於法定退休年

齡退休的提早退休現象。 

1960 年代迄今，工業先進國家的提早退休

現象呈現了難得一致的發展趨勢，各國的老年

人口的勞動參與率與退休年齡均在下降中。伴

隨著人類社會在醫療衛生進步所成就出的壽命

延長，以及始料未及的生育率下降，各國提早

退休的趨勢在人口老化的強化下，由社會成就

變成了社會問題，更是邁入二十一世紀後，許

多國家所無法漠視的重大議題。退休權利的正

當性依舊存在，只是伴隨著人口老化的趨勢、

全球經濟成長的限縮，該在什麼時候退休、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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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的退休金已成必須重新考量的課題了。各

國政府自 1980 年代末起，就因提早退休趨勢的

發展陸續著手進行制度的檢討與變革。本文立

論於體制安排會對個人行為造成影響，亦即整

體經濟情況以及政府與企業的相關退休政策與

計畫均會影響到人的退休行為，因此從體制層

面探討提早退休的現象、產生的原因，所衍生

之問題，以及各國政府在面臨人口老化與提早

退休雙重壓力下的回應措施。 

貳、提早退休的現象 

提早退休的現象係以國家為觀察單位，界

定上以國家中老年人口的勞動參與率為標準，

指的是老年人早於社會安全制度中領取退休年

金的法定年齡（通常是六十五歲）前離開勞動

力市場。據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所作的調查，

多數國家中的提早退休現象肇始於 1960 年代，

影響最大的是五十五歲至六十四歲者的勞動參

與率，這一年齡層的勞動參與率自 1960 年至

1995 年間在多數國家中都呈現下降的趨勢，伴

隨而來的自然是平均退休年齡的下降（Blondal, 

Sveinbjorn & Scarpetta, 1998－1999）。而

在多數工業化國家中這一波提早退休的趨勢出

現了極為一致性的發展，如表一與表二。 

值得注意的是，提早退休現象在體制層次

的討論上，包含了兩個不同的類別對象：領取

退休年金的退休者，以及以其他管道撤離勞動

市場的非工作者（Kohli & Rein, 1991: 6）。

二者的區別在於離開勞動市場的管道不同，但

是共同點在於其撤離勞動市場的結果。

Guillemar（1991）與 Laczko & Phillipson

（1991）因之主張應該以「退出」來取代「退

休」，因為退休僅是離開勞動力市場的管道之

一，其他還有像是因失業、傷殘等而新增的管

道。亦即退出的涵蓋的範圍較廣泛，而討論提

早退休現象的數據資料也由於這些退出的人

口，所以造成的提早現象更為明顯。同時由於

許多國家除了退休給付外，另外還提供失業與

殘廢給付，而這些給付同樣也是國家福利支出

的一環，亦造成相當之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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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國 55-64 歲男性勞動參與率之比較 

單位：％ 

年別 

國家 
1971 1995 下降比例 

澳大利亞 84.4 60.9 23.5 

加拿大 83.3 58.9 24.4 

芬蘭 73.2 46.0 27.2 

法國 74.6 41.5 33.1 

西德 78.5 57.8 20.7 

愛爾蘭 91.0 63.9 27.1 

義大利 59.3 44.1 15.2 

日本 87.1 84.8 2.3 

荷蘭 80.6 42.3 38.3 

挪威 83.3 72.3 11.0 

葡萄牙 81.7 60.7 21.0 

西班牙 84.6 54.9 29.7 

瑞典 84.7 70.4 14.3 

英國 88.4 62.4 26.0 

美國 82.2 66.0 16.2 

資料來源：Blondal ＆ Scarpetta, 199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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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國平均退休／退出年齡比較 

 

男              性 女                       性 
性別 

年別 

國家 1950 1995 下降歲數 1950 1995 下降歲數 

澳大利亞 66.0 61.8 4.2 63.6 57.2 6.4 

奧地利 66.4 58.6 7.8 64.7 56.5 8.2 

比利時 64.8 57.6 7.2 62.9 54.1 8.8 

加拿大 66.7 62.3 4.4 61.2 58.8 2.4 

丹麥 67.1 62.7 4.4 63.0 59.4 3.6 

芬蘭 66.8 59.0 7.8 64.7 58.9 5.8 

法國 66.1 59.2 6.9 69.0 58.3 10.7 

德國 65.7 60.5 5.2 62.7 58.4 4.3 

希臘 68.2 62.3 5.9 64.3 60.3 4.0 

愛爾蘭 68.3 63.4 4.9 68.7 60.1 8.6 

義大利 66.9 60.6 6.3 64.0 57.2 6.8 

日本 66.7 66.5 0.2 65.5 63.7 1.8 

盧森堡 65.8 58.4 7.4 64.8 55.4 9.4 

荷蘭 66.4 58.8 7.6 64.1 55.3 8.8 

紐西蘭 64.8 62.0 2.8 61.2 58.6 2.6 

挪威 67.6 63.8 3.8 69.0 62.0 7.0 

葡萄牙 67.8 63.6 4.2 68.5 60.8 7.7 

西班牙 68.1 61.4 6.7 68.9 58.9 10.0 

瑞典 66.8 63.3 3.5 65.4 62.1 3.3 

瑞士 67.7 64.6 3.1 67.2 60.6 6.6 

土耳其 69.1 63.6 5.5 70.2 66.6 3.6 

英國 67.2 62.7 4.5 63.9 59.7 4.2 

美國 66.9 63.6 3.3 64.2 61.6 2.6 

資料來源：Blondal ＆ Scarpetta, 199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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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提早退休現象產生的體制因素 

從體制層面來看，提早退休與退休一樣都

是社會中某種結構安排的產物，是特定政治與

經濟系絡中所發生的人力管理策略（Robertson, 

2000）。因此討論提早退休現象之所以產生的

體制因素，焦點在於整體的勞動力供需與政策

安排，可區分為工作的負面誘因與退休的正面

誘因。工作的負面誘因是從經濟層面來說明勞

動市場的減縮如何導致提早退休，退休的正面

誘因則是從公、私部門的年金計畫來討論如何

不利於年老工作者繼續工作進而鼓勵提早退

休。 

一、工作的負面誘因：整體經濟環境的影響 

經濟因素對於提早退休現象的影響可

以從兩方面觀察，一是失業人口的上升所

造成的提早退出勞動市場的老年人增多，

二是公、私部門實施提早退休計畫所產生

的自願性與非自願性退休人口。 

1960 年代因應經濟不景氣，失業率高

升，隨後自 1980 末期至 1990 年代開始又

面臨市場競爭全球化，必須降低生產成本

以提升競爭力，均造成失業人口與提早退

休人口的增加，致使提早退休現象一路發

展成為趨勢。 

1960 年代經濟不景氣、工作機會縮

減，為解決失業問題，因此設法使工作組

織中的年老工作者離開，以將工作機會讓

給年輕人，減少為數眾多的年輕失業人

口。就國家而言，失業的年輕人絕對是比

退休的老年人更成為問題，因此觀念上一

向認為老年人就是應該退出勞動市場以將

機會讓給年輕人（Sheppard, 1982； Rix 

& Fisher, 1982；Kohli & Rein, 1991：

13）。就雇主而言，年老的工作者通常也

就是資深的工作者，其薪資也較年輕工作

者來得高，且年輕工作者在教育、工作體

能、智能等各方面都應該是高於年老工作

者，因此遣退年老工作者換取年輕工作

者，在人力成本上是降低的，正為雇主在

追求組織利潤下偏好的手段。就年老工作

者而言，失業率高升的時代中，得以在合

法、正當的管道中退出勞動市場通常都還

是可欲的選擇，遠比被資遣或是開除來得

容易接受。 

1980 年代市場全球化，國際競爭下，

各種組織精簡的手段盡出，主要目的即是

在於節省人力成本來提升競爭力，因此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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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組織都提供了各種的提早退休計畫來誘

使年老的工作者退休，這些計畫也成了二

十世紀末人力管理上的少數選擇之一。這

主要是由於提早退休計畫的正當性遠較資

遣、開除來得高，因此較容易被年老工作

者所接受，無論他們是自願與否。更有許

多歐洲國家中的工會協商甚至以薪資調整

來換取提早退休計畫提供。 

在經濟環境的限制下，年老的工作者

較年輕的工作者容易成為失業或提早退休

人口，除了一般社會觀念中將老年人與工

作能力不佳劃上等號外，事實上體能的確

隨年齡老化而衰退，另就社會在各方面世

代間的演進與發展來看，年輕人的教育程

度與知識能力通常較老年人高，因此雇主

在考慮資遣或是退休對象時，就容易以年

老的工作者為對象。而這些年老的工作者

一旦被開除或是強迫退休後，也比較難在

勞動市場中再找到另一份全職的工作，自

此成為非勞動人口的一部分。 

二、退休的正面誘因—社會安全制度與職業年

金計畫的影響 

為因應經濟要求，許多國家在政策面

有了各種被動的回應，當經濟政策無法增

加勞動力的需求時，只好仰賴各種的社會

政策來減少勞動力的供應，政策在針對失

業問題的回應有兩方面，一是社會安全制

度，二是由政府所補助的私部門提早退休

措施。亦即政府在面臨經濟問題時，是將

退休政策當成調節勞動力的政策工具。另

外，私部門自身在組織生存的考量下，其

職業年金計畫也不斷的隨經濟環境的變化

而作調整，以求在競爭市場中存活下去。 

（一）社會安全制度：社會安全制度始於

十八世紀末，至 1960 年代始發展出雙層制

公共退休金的體制：普遍性的退休金以及

所得相關的退休金，隨後 1994 年世界銀行

又提出三層保障制度，分別是國民年金、

職業年金以及個人自願參與的商業年金及

儲蓄。儘管每個國家中的社會安全制度實

施的時間並不一致，但自 1960 年代起制度

朝向雙層保障建立有較為一致的發展，因

此保障較佳，使得退休的期待性提高。三

個層次的保障中，政府雖能致力於社會安

全制度藍圖與遠景的規劃，但實際給付上

所能確保的主要是第一層的國民年金，然

而並非所有與年老相關的規定都會對退休

行為有所影響，以下就社會安全制度中與

提早退休相關之因素分別說明之： 

1.退休年齡：許多國家的屆齡退休規定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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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對歧視年老工作者的立法下延後或取

消了，現今許多法定退休年齡通常指的是

得以領取全額退休年金的年齡，以 65 歲

為多數。在退休所得獲得一定保障的前提

下，事實上屆齡強制退休與領取全額年金

的法定年齡規定向來對提早退休的行為並

沒 有 影 響 （ LaRock, 1993; 1994; 

1998）。由於許多國家的平均退休年齡都

在 65 歲之前，因此這個法定年齡的規定

對於退休決定並無影響，也就是取消屆齡

命令退休的規定並未能導致延後退休的行

為。 

2.退休金最低領取年齡：與法定退休年齡

相較，退休金的最低領取年齡就會影響到

提早退休的決定，這是由於許多工作者在

思考退休時間點時，在財務因素的考量

下，會以最早得以領取退休年金的年齡作

為選擇。 

3.彈性退休的規定：彈性退休的規定有兩

種，其一是隨年資而調整退休年齡的規

定，任職年資越長，其退休年齡就得以越

提前，這在 1960 年代早期，澳洲、德

國、義大利以及希臘等國家就已經有這種

規定了。其二是在法定年齡之前，訂有提

早退休的年齡，同時有所謂的減額年金作

為配套措施，這種規定同樣在 1960 年代

早期就有國家採用了，像是美國、瑞典，

較晚一點的日本、加拿大、芬蘭、瑞典、

西班牙等國家也都有（OECD, 1998）。這

種彈性退休的規定，是許多國家在面臨失

業率高升的年代中所採行的應對措施

（ Guillemard,1991; Jacob, Kohli & 

Rein, 1991;Kohli et Rein, 1991:11-12; 

Laczko & Phillipson, 1991; Sheppard, 

1991;Morris & Caro, 1995; Borsch-

Supan and Schnabel, 1998:176-177）。 

4.給付水準：指的是社會安全系統中所提

供的退休金所得替代率，在實施社會安全

制度的國家中，由於退休的所得不只是基

礎的國民年金，尚包括有職業年金與其他

個人投資與儲蓄等，因此基礎國民年金占

退休所得的比率通常不高。話雖如此，依

據 OECD 的報告顯示，多數國家的退休基

礎年金也是自 1960 年代以來開始上升

的，易言之，對退休人員的所得保障提高

了 ， 也因此 導 致了提 早 退休的 趨 勢

（ Hardy & Quadagno, 1995; Morris & 

Caro, 1995; Quinn, 1997: 50; OECD, 

1998）。 

5.確定給付的退休金制度：確定給付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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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提撥制相對，二者皆須員工有一定的

提撥額度，然而確定提撥制影響到退休年

金的除了退休年齡與任職年資外，還有投

資報酬率；確定給付制中退休金的多寡則

主要受退休年齡與任職年資影響。現今許

多國家的國民年金給與仍以確定給付制度

為主，主要是較能保障退休老人的基本經

濟生活。老年人在確知退休後會有固定的

收入來源情形下，較容易有提早退休的決

定產生。 

6.法定退休年齡後繼續工作的的損失：幾

乎所有的 OECD 國家的老人年金系統都不

鼓勵在年老的時候繼續工作，也就是說退

休年金的領取是有條件的，而在得領取退

休年金後如果繼續工作，多工作一年，損

失的不只是那一年的退休年金，還要多繳

一年的社會安全稅，而且繼續工作的年資

對於退休金的增加並沒有幫助，或僅是極

少的增加。另外在領取年金之後如果繼續

工作，而所得超過一定額度也會需要課所

得稅（Gruber & Wise, 1998；Blondal & 

Scarpetta, 1999：7）。 

7.其他提早退出勞動力市場的給付：指的

是許多國家在社會安全制度中的失業給付

與傷殘給付，因失業與傷殘而退出勞動力

市場是非正常的管道，所以選擇以這種方

式退出的年齡會早於一般退休年齡，甚至

早於最低的彈性退休年齡。各國在這兩方

面的給付增加也造成財政上的另一負擔。

（ Guillemard, 1991;Jacob, Kohli & 

Rein, 1991; Kohli et Rein, 1991:13; 

Laczko & Phillipson, 1991; Sheppard, 

1991; Borsch-Supan and Schnabel, 

1998: 176-177; Gruber & Wise, 1998; 

Blondal & Scarpetta, 1999）。這一類

的給付以歐洲國家，如法、德、荷蘭等較

為優厚，美國在這種非正常的失業與傷殘

給付上的吸引力就沒那麼大。 

（二）政府補助私部門的提早退休計畫 

在為解決失業率居高不下的問題時，除了

直接修改社會安全制度中的相關規定，像

是降低退休年齡、增加彈性退休規定以

外，亦有國家直接立法補助私部門提早退

休計畫，像是英國 1977 年的工作機會釋

出計畫（Job Release Scheme）（Laczko 

& Phillipson, 1991）、丹麥的資遣給付

計畫（severance pay scheme）、法國的

提 前 退 休 給 付 法 案 (Premature 

Retirement Benefit Laws) (Guillemard, 

1991)以及瑞典 1975 年的部分年金保險法

85 



第三十五期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七月 

案 (Partial Pension Insurance Act) 

(Wadensjo, 1991) 等等，不過這些補助

計畫對於失業問題的解決不如預期，因為

補助的工作機會未必真的留給了年輕的工

作者，部分仍是在私部門的組織精簡中直

接精簡掉了（Rix & Fisher, 1982）。這

些補助計畫理所當然的幫助了私部門採行

提早退休計畫，來鼓勵提早退休的行為。 

（三）私部門的職業年金計畫 

一般而言，私部門所提供的職業年金計畫

與政府所訂定社會安全政策有別，社會安

全政策所提供的是基本的經濟保障，職業

年金計畫則通常還是以企業體的生存為主

要考量，因此私部門在彈性退休設計上更

直接的回應經濟要求，為鼓勵提早退休，

在退休年齡與退休年資上的設計都較政府

主導的社會安全制度來得更低（Ippolito, 

1990）。除了一般性的年金計畫外，許多

私部門組織也提供提早退休計畫，在

Fortune Magazine 所評選的前一百家企業

中，自 1970 年代至 1980 年代間，有高達

80％以上的企業提供了暫時性的提早退休

計畫，更有 61％以上的企業多次的提供

（Brown, 1989），這些計畫除了彈性退

休的條件外，同時也以提供現金補助或是

增加服務年資的方式來鼓勵工作者接受提

早退休計畫（Hogarth, 1998）。對於私

部門而言，在降低勞動力成本上，提早退

休計畫優於其他的資遣與解雇方法，因為

可以避免士氣低落的問題。但無論是自願

性或強迫性的，都使得年老工作者接受了

這樣的計畫而退休。 

整體來看，在政府對經濟不景氣所作的回

應下，社會安全制度中的退出管道增加、

社會安全給付的可及性也變高，所以導致

了提早退休的行為。另外，私部門本來在

因應經濟壓力下，就以各種方式進行精簡

與裁員動作，在競爭的環境因素沒有改變

下，政府的補助計畫對於失業率問題的解

決，事實上未必能收到多大效益。 

肆、提早退休所衍生的問題 

社會安全制度的發展、年金的給付除了是

經濟成長的結果，同時也是福利國家的成就。

而提早退休現象正是退休政策與計畫施行後達

到預期目標的結果，本該是項成就，而非問

題。只是社會文明發展帶來眾多成就間未必能

持續相容而出現相輔相成的效果，當提早退休

現象碰上了因糧食豐足、醫療衛生進步所帶來

的死亡率降低、壽命延長，以及非預期的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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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下降等交織出的人口老化現象時，成就頓時

成了問題。換句話說，提早退休之所以會成為

問題，很大一部分是來自人口統計上的發展，

工業化國家中這一波提早撤離勞動力市場的趨

勢與平均退休年齡的降低，在人口老化的補強

下，產生以下問題： 

一、政府財政負擔的加重 

退休所得，通常有三個部分，國民年

金、職業年金、個人儲蓄或其他。而西方

先進國家多有社會安全制度的建制，以支

付老人基本年金的方式保障老年人一定的

經濟生活安全。退休年齡下降、退休人數

大量增加，配合人口統計上預期壽命的增

加、生育率的下降，最後榨乾了年金系統

的財務資源。提早退休者的收入來源有失

業給付、殘廢給付、退休給付等，提早退

休人數的成長、老人年金的支出增加同時

也對其他福利措施造成預算上的排擠效果

（Mares, 2001:295）。而多數國家的國民

年金系統是採取隨收隨付、確定給付的制

度，透過國家系統實現資源的移轉，而受

人口老化的影響，造成政府財政上沈重的

負擔，產生下一代必須提撥較高額度的金

額，以維持年金系統的收支平衡，造成代

際間的不公平（Quinn, 1997）。 

二、整體經濟生產力的降低 

人活得越來越久、也活得更健康，因

此退休年齡與工作能力間的關係就必須重

新定義，退休年齡應該是往後延伸，才符

合生物學上的發展，但是隨著健康與壽命

而來的，卻是人越來越早離開工作，而花

越來越多的時間在退休上，這無異是一種

人力的浪費。一般而言，生命時程配置通

常是教育—工作—退休，在這三個基本步

驟中，學校教育的時間一直在延長，而隨

著提早退休而來的是退休時間也延長了，

因此工作生涯就縮短了（Kohli & Rein, 

1991:1, 22-23），也就是大部分人從事生

產活動的生命減少了，而花在非生產活動

的生命不斷延長，因之降低了整體的經濟

生產力（Blondal & Scarpetta, 1998）。

另外，老年人口勞動參與率下降，而生育

率也下降，勞動市場的供應面未來亦可能

會有所不足。 

國家勞動力是否隨提早退休的趨勢而

降低，目前尚難具體論斷，但是確定的是

現象的產生原本就是因為勞動力市場的緊

縮，所以才使得老年工作者自願或非自願

的提早離開，而無法預估的是當勞動力市

場需求面增加時，已經蔚為規範的提早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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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觀念能否逆轉。當前對於多數國家而

言，提早退休所帶來的沈重財政負擔才是

迫切必須面對解決的問題。 

伍、因應提早退休現象的政府對策措施 

面對提早退休現象與人口老化所導致現正

吃緊的財政負擔問題以及未來可能的勞動力不

足的憂慮，各國政府紛紛在社會安全制度中進

行改革，除紓解財政壓力外，也試圖將活得越

來越久也越來越健康的老年人口留在勞動市場

中。 

一、社會安全制度的改革 

以社會安全制度規定會影響提早退休

行為為前提下，各國的社會安全制度在財

政壓力下，有了以下的修正方向： 

（一）消除提早退休的誘因以鼓勵繼續工

作： 

1.延後退休年齡：將領取全額年金的年齡

往後延，因此相對的提早退休就可能導致

退休金額度永久性的減少，藉以鼓勵繼續

工作到可以領取較多退休金的時候。 

2.調整年金計算基礎與課稅比例：包括調

高年資採計上限以及免稅額度，必須使得

因年資增加而增加的年金，能彌補繼續工

作年資所繳交的社會安全稅以及延遲領取

年金的損失。甚至是針對 65 歲以上繼續工

作的年資，提高計算年金的比例。 

（二）年金系統的財務平衡： 

1.修正退休年金給付水準：年金給付水準

的下降可以直接改善財務系統的支出面，

解決財政赤字問題，而且由於社會安全制

度中的基本年金是許多老年人退休後的主

要財務來源之一，因此修正降低給付水準

會影響到退休後的生活，藉以降低想要提

早退休的意願。 

2.調整社會安全稅的提撥比率：社會安全

制度的財源通常是來自雇主與受雇者工作

期間撥繳的社會安全稅，調高社會安全稅

的額度，可以平衡老人年金不斷增加的支

出面。 

（三）非正常的退出管道配合改革：非正

常的退出管道指的是領取失業給付與殘廢

給付者，各國社會安全制度中這方面的給

付也是提早退休的收入來源，因此除了對

一般正常退休管道的改革外，非正常的管

道也必須配合修正，嚴格設定領取條件，

並在給付水準上作調整，才能避免許多非

常態現象的發展。 

（四）整合其他確定提撥的退休金給付制

度：降低社會安全制度中退休年金的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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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轉由設置確定提撥制度的帳戶制度

來補足，以降低政府在財政上的負擔

（Quinn, 1997：46-48）。這種個別的退

休帳戶在社會安全制度中是一種新的設

置，有別於多數社會安全制度在財務上的

隨收隨付的特性，是以雇主與工作者在工

作期間所提存的金額以及將該帳戶金額投

資運用收益來作為退休後的收入來源，這

筆收入可以是退休後一次給付或是用來跟

政府購買退休年資以增加退休年金給付。

相對於確定給付制而言，政府雖也配合提

存一定比例金額，但是不負擔最後一定給

付水準的責任，因此財政負擔會相對減

輕。這種將老人經濟照護的責任部分地由

社會回歸到個人身上，有人稱之為社會安

全制度的部分民營化。或者更進一步亦有

主張將社會安全年金的依賴度移轉到私部

門上，即降低社會安全制度中的相關給

付，促使個人必須加強私人年金保險的購

買以保障其老年生活（Rix & Fisher, 

1982：67）。 

二、私部門職業年金計畫的回應 

私部門的職業年金計畫部分，許多雇

主在成本考量下，漸由確定給付制度朝向

確定提撥制發展（Quinn, 1999；Costa, 

1999）。對工作者而言，確定提撥制度

下，由於退休所支領是當初雇主與工作者

共同提存與投資報酬後的金額，因此多工

作一年，就可以有多一年的提存額度做為

退休金基礎，而且在對未來整體經濟環境

不確定下，工作者通常較無法預估多少數

額的退休金才是足夠以及未來退休給付的

水準會如何，同時也擔心會受到經濟景

氣、通貨膨脹的影響，因此會傾向於較晚

退休。 

陸、結論 

就經濟面而言，從高失業率的角度來看提

早退出的現象，其間的因果關係在於許多人因

為企業的裁員或是倒閉而離開工作，所以產生

提早退出勞動市場的現象，包括自願與非自願

性的退離。無論是公、私部門的提早退休計畫

針對的都是已經被貼上標籤的年老工作者，經

濟上可以節省薪資、降低人力成本，道義上，

這些老人有義務要把工作讓給年輕人。因此社

會安全制度與各種提早退休計畫對年老的工作

者是退休的正面誘因，可以說是以社會政策在

解決經濟問題，只不過成效沒有預期理想，因

為在退休老人與找工作的年輕人之間，畢竟不

是一個蘿蔔一個坑的出來進去。如果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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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工作機會，而只是把原有的工作機會給空

出來，那麼空出來的工作機會很容易就被精簡

掉了。失業的年輕人依舊失業，不過社會多養

一個退休老人，形成越來越少人工作養活越來

越多不工作的人。換言之，社會政策的變革原

則上解決不了經濟問題，只是以擴大了照護對

象的方式因應經濟不景氣所衍生的問題。 

許多社會政策都必須是在經濟盈餘豐厚的

時候才能順利推動，其正當性受到的質疑也會

較少。退休金的給付也是在工業化帶來大幅經

濟成長之後才產生的，退休給付在強調是一個

因長期工作奉獻賺取得來的資格時，退休財務

系統在面臨因人口老化與經濟不景氣而來的收

支不平衡時，給付的標準也正在變動中，可以

說是朝向對個人不利的方向在發展，在下一代

認為在可預見的未來中，領取到的退休利益將

會減少，在說服下一代必須努力工作以支應上

一代非工作人口的生活上，代際間的社會契約

已不足解釋這種過度沈重負擔的義務性。另

外，年金系統也正以一種二度移轉的方式在支

助下一代的生活，亦即現在的工作人口透過稅

制或年金的移轉系統來扶養上一代的退休人

口，而退休人口又把退休金拿去維持找不到工

作、工作收入不佳、或是教育時間不斷延長的

子女。 

公共政策對於提早退休的關注，來自於經

濟上如何以少數工作者的生產資源來支持相對

多數的退休者支出。當提早退休的情形越來越

普遍，而平均壽命也不斷延長時，公共政策必

須設法鼓勵延長工作時程。然而公部門與私部

門的退休給付在退休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試

圖延長的工作生涯恰是相反的作用（Fronstin, 

999：37），正因如此，許多國家紛紛在社會安

全制度中增加繼續工作的正面誘因並降低因退

休給與所導致的工作負面誘因，試圖逆轉提早

退休的行為，並降低政府財政負擔。這波改革

在 1980 年代全球經濟危機、政府財政緊縮之際

就已經開始進行，只是進入 1990 年代後，財政

惡化的問題隨人口老化而更形嚴重，但由於立

法程序的要求，許多國家社會安全制度的改革

措施都要在二十一世紀後才進入執行階段。只

是這些執行措施，在退休成了社會常態，提早

退休更從個別國家現象演變為跨國家的趨勢發

展之際，人的觀念與行為能否再度因為政策變

動而改弦更張仍有待觀察。再者，進入二十一

世紀後，經濟環境中競爭越演越烈，景氣也持

續低迷，復以各種產業中的科技化及電腦化，

人力精簡的必要性依舊存在，換句話說，非自

願性退離的誘因仍在，而各國政府在鼓勵老年

人口留下工作的同時，對於老年人口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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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造似乎仍是無能為力。（本文作者為國立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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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for Early Retirement Decision 

Lin Chia-chi 

Abstract 

From 1960’s up to now, early retirement has been appearing to be a rarely consistent 

trend in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e participation of gerontic population in 

the labor force and the retirement age are being on the downside year by year.  Along with 

the tendency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economic recession, early retirement is gradually 

turning from a social achievement to a social problem, and the questions as to when to retire 

and how much pension should be given are well worth rethinking in the geront-society.  

From the end of 1980’s,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started to review on the systems and 

undertake reforms in light of the early retirement trend.  This thesis is grounded on the 

argumentation that institutional provisions will make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act; that is, the 

integral economic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retirement policies and plans of the 

government or of an enterprise will affect the retirement act of an individual.  Therefore, this 

thesis is to probe, from the institutional aspect, the phenomenon of early retirement, the 

causative factors, the derivative problems,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aken by each 

government facing the dual pressures from population aging as well as from early ret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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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暨所屬機關參訪外交部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 

法務部座談會紀錄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每年舉辦三十餘次國家考試，去（九十一）年考試院第十屆

就任後，即體察時代潮流並了解相關民意，積極研究改進考試方式與技術，及檢討各項考試類

科及內容。為深入了解各機關用人需求，特實地參訪各政府機關，深入探訪其業務特性及特殊

用人需要。本刊謹將三次參訪座談會紀錄，摘要刊登如下，以饗讀者。

■第一場次：參訪外交部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四月十八日 

上午十時 

地  點：外交部會議室 

參加人員： 

外交部：簡部長又新 

高次長英茂 

鄭主任秘書天授等 

考試院暨

所屬部會：姚院長嘉文  

伊凡諾幹委員  

吳委員茂雄  

吳委員泰成  

吳委員嘉麗  

李委員慶雄  

林委員玉体  

洪委員德旋  

徐委員正光  

許委員慶復  

郭委員光雄  

96 



考銓季刊 

陳委員茂雄  

劉委員武哲  

劉委員興善  

邊委員裕淵  

劉部長初枝  

吳部長容明  

周主任委員弘憲  

朱秘書長武獻  

蔡副秘書長良文  

顏次長秋來  

沈副主任委員昆興  

鄭副主任委員吉男  

饒次長奇明  

李主任秘書清香等 

 

主持人：
簡部長又新

姚院長嘉文  紀錄：陳怡君 
壹、簡部長又新致詞：姚院長、各位考試委

員、考選部劉部長、銓敘部吳部長，保訓

會周主任委員，考試院的貴賓、本部的同

仁大家早，今天很高與有這個機會可以歡

迎考試院到外交部來指導，本人代表全體

外交部同仁對各位致最大的歡迎之意。近

來外交部的工作成為大家所關心的焦點，

全球化之後，幾乎每天在任何地點發生的

事情都和我們有關，現在的外交工作幾乎

是與人民的每一項生活有關，因之人員的

考選就非常的重要。考試院在姚院長和各

位的領導之下有非常大的進展，非常感謝

各位在過去這段時間對外交部人員的考選

費了非常多的心力；我們知道外交新血非

常的重要，去年外交人員的考試算是蠻熱

門的，錄取率只有百分之四．四三，但外

交部的人員要派到全世界各地 A 、B、C、

D、E 區去，有些人很想出國、有些人不想

出國，和個性有關，這些在筆試時都看不

出來，可是等到他真的要去的時候就會有

問題，所以我們一直在想如何考用合一，

一起都能考慮，這是我們在實際上碰到的

問題。整個外交部人員我們非常注意之後

內部的訓練，有很多種在職訓練，例如語

文的在職訓練；考進來的人只能表示他在

大學、研究所畢業時的語文不錯，但實際

在運用上還是有不足之處，所以我們善用

各種方式訓練語言、國際會議的能力，還

有電腦的能力，本部都做了不少工作。最

後還是非常感謝姚院長、各位委員還有部

長到外交部來給我們指導。 

貳、姚院長嘉文致詞：我講話以前先請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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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介紹本院此次參訪的人員。（略） 

我們今天到外交部來主要是希望能夠

了解貴部的人事運作在制度上有什麼問

題；第二是在考試方面，之前錢復院長到

考試院來演講時提到考試科目和當初他考

的時候差不了很多；第三是想了解訓練方

面的問題，在訓練過程中，新進人員和在

職訓練有什麼不同。個人在民進黨時候，

一直希望外交部可以改為外務部，可是外

交部一直反對，也許是怕外交官的名稱被

改為外務員吧！因為如果許多外交部的同

仁在意與這個國家有沒有外交關係，派出

去時還一直存在以前官方正式關係的心

態，對於現在推動的實質外交可能不是太

適合，因此除了 EQ 的問題外，如何去培

養一個外交官，理解目前的外交、國際情

勢如何，做好外交關係，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對於我在總統府公務出國時受到外

交部同仁很大的幫忙，藉此機會一併表示

感謝。 

叁、簡部長又新：在簡報開始之前，先介紹

本部同仁。（略） 

肆、簡報：（詳外交部提供之書面資料） 

伍、座談及意見交換： 

姚院長嘉文：謝謝外交部精彩的簡報。外

交部事先送來書面的資料裡面有一些

建議案，我們考試院也事先做了一些

研究，先請各部會就提案作說明，之

後再由委員或同仁提出意見與問題。 

劉部長初枝：有關外交人員的考試，我們

覺得是有很多改進的空間，外交部建

議延長外語口試時間、增加第一試錄

取人員等，這些都是可以提到典試委

員會作決定。至於性向測驗的部分，

我們建議外交部可以參考民航人員特

種考試的模式，民航人員在筆試錄取

後參加第二試之前，由民航局選擇最

適合民航人員的性向心理測驗來測

驗，這種多是由專業心理測驗機構研

發出來的測驗工具，另外民航人員的

考試中還有作體能的測驗，以上兩種

測驗花費均由民航局負擔。外交人員

在任職期間因為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

國外服務，因此是否適任各種在國外

（包含艱苦地區）服務，應再經過較

為審慎的評鑑過程，此一評鑑過程，

應由外交部來作設計，從考選部的立

場是很樂意予以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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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選拔人才成本看，我國目前每

一位外交人員的考試，每一位應考人

花費國庫近二萬元；而我最近到英國

倫敦了解其外交官的選拔過程，其人

事主管說徵募一個外交人員要花費一

萬五千到二萬英磅。相較於我們的資

源 ， 他 們 就 會 有 比 較 透 徹 的

procedure 來選拔國家所需的外交

官，他們選拔過程與我國也較為不

同，其選拔期間為一年，在此期間內

並沒有付錢給 candidates；我們是採

考試二階段，他們則有四、五個階

段，第一個階段是由有志者自我評

估，讓他們從有關外交官生涯中的各

項工作細節、內容等資訊去填問卷。

第二個階段才進入筆試，筆試所考的

是一般文官所適用類似綜合測驗。第

三階段是筆試後篩選出需用名額的加

成人數，邀請定期個別面談。至於專

業適任方面，並未有我們所謂的專業

科目的考試，而是由 assessment 

center 進行篩選，這是第四階段。第

五階段是安全查核。 

我們的第二試團體口試，相當於

英國制度中在 assessment center 所

使用多樣方式中的一種。外交部建議

口試不分組是可以討論的，這個部分

或許我們可以對口試規則來作修正，

例如針對外交官的團體討論，改成模

擬會議，則人數就不受限了。 

在性向測驗方面，可能需要去研

發或購買現有的測驗工具，這個部分

因為外交官的工作有其特殊性，我們

希望外交部自己可以來評估。 

除了筆試之外還有外語口試的部

分，我想也是可以來改進的。此外，

有關不適任人員的處理，我也曾就教

過英國外交部人事人員，他們是採留

職停薪的方式，時限五年，而後再予

以資遣。 

姚院長嘉文：簡部長因為要到機場接待美

國來的八位參議員，要先行離開，等

會兒會趕回來，接下來由高次長主

持。另第二、三、四案都與銓敘部有

關，請銓敘部長回答。 

吳部長容明：第二、三、四建議案都是與

銓敘部有關的業務，本部會請顏次長

與外交部施處長再就細部進行討論協

商處理，在此謹先做一個簡要的報

告。外交部提到希望館長對駐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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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核權，此點因涉及行政院文建

會、教育部、國科會及其他相關機關

駐外主管的考核權，按目前考績法規

定須由主管機關負責考核，但基於駐

外單位統一指揮及讓事權與事務的推

動得以連接之觀點，外交部的建議是

有其必要性，方向是對的，但因事涉

考績法考核權的主管誰屬的對應，建

議由行政院統籌來提出修法，或是即

使不修法，讓館長考核初步成績，再

送請各個主管機關如教育部、國科

會、文建會等作最後的評定，如此可

以讓館長有統籌考核的權利，但前提

是外交部要統籌協調各個駐外單位採

取一致的做法。第二職務列等的部

分，外交部所提職務跳空的情況，不

是只有在一等秘書，其他職位也有，

而且也涉及外交部中每一個職務升遷

序列通盤的平衡性，兼以駐外單位尚

有經濟部等，需整套去考慮，這部分

細部由本部與外交部及其他設有駐外

單位的機關如經濟部、教育部、文建

會、國科會等有關機關再一起研究。

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退休的部分，因

所提約僱佐理員係屬約僱性質的人

員，若在六十一年十一月二十七日行

政院訂頒「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

員僱用辦法」之後的人員，因該辦法

已明定，此類人員之考績、保險等都

是另外一套，不適用公務員退撫規

定，所以這些約僱佐理員日後若轉成

正式職員，而要求採計之前的服務年

資計算，是有困難的，這部分需要再

與外交部協商。 

姚院長嘉文：有些問題可以在事後由銓敘

部與外交部再多聯絡，許多委員對考

試及訓練有意見，先請委員提意見。 

吳委員嘉麗：外交領事人員考試有一項大

的變革，即八十五年以前是男女分別

錄取，八十五年以後是合併錄取，我

從資料裡面看，女性的錄取數差異很

大，八十五年以前女性的錄取數是個

位數，八十五年以後，女性的錄取人

數都超過百分之四十，不知部裡對此

種變革所帶動的性別差異看法如何？

例如之前參訪國安局，該局係仍採性

別分別錄取，其理由係因女性工作同

仁不願外調，然就我所接觸之女性表

示並非如此，尤其剛才提到要增加性

向測驗的部分，如果能夠在性向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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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準的選拔人才，應不致會有此問題

出現。 

高次長英茂：基本上我們的大原則用人唯

才、男女平等是絕對堅持的。不過的

確也有一些問題，例如如何照顧家庭

的問題等，我再請林司長就委員提出

的問題來回答。 

林司長松煥：我有四點建議，第一點關於

用人考試制度的改進問題，我非常贊

同 剛 剛 提 的 要 把 assessment 

procedure 加上去，分兩方面來鑑

定。我們外交工作的性質非常特殊，

現在駐外的館處多在艱苦地區，我擔

任了好幾任的駐外館長，最傷腦筋的

就是派到女性同仁前來，例如派了女

性同仁接機，必須加派男性陪同，也

就是說男性同仁會有 double 的工

作，諸如此類的狀況非常的多，所以

外交工作對女性而言，派到美國還

好，若派到非洲、亞太、南太平洋確

實是有困難的，這不是只有我，而是

大多數駐外館長的心聲；女性同仁伶

牙俐齒，考試的時候考得非常好，但

是派到外面卻不能用，這是我們面臨

的 最 大 的 問 題 ， 所 以 有 必 要 把

assessment procedure 延長。目前考

試找到的人很多是不能用，光是憑一

個辯論會、座談會，英文講得很好，

出來卻沒有辦法辦事，這是事實，所

以 我 建 議 加 一 年 的 assessment 

procedure，半年在部裡面分到地域

司，作實際的工作，從工作中評鑑是

否能任用，另外半年一律派到偏遠地

區，再考核半年，一年下來若此人真

有意願在外交工作為國家奮鬥，且考

核不錯，這才是真正外交人員考試的

重點。第二，目前韓文、日文、越南

文、馬來文等特殊語言，有必要及早

培養人才，例如在韓文部分目前我們

用的多是韓國的僑生，其對國家的認

同與我們不盡相同，所以我們必須在

國內培養中英文俱佳，對國家有忠

誠、有認同的人員，可能有必要設立

獎學金及早培養人才。第三也是反應

全體外交人員的心聲，就是世界各國

外交人員的眷屬都可以工作，不論是

英美或是落後的國家都可以，只有我

們和日本，夫妻不能在同一外館工

作，但找雇員其實是更加麻煩，而自

己的太太就是現成的員工，只要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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隸屬的關係為什麼不能工作，應該可

以作半天或是 part time，也可以彌

補外館人力的不足，而且這些外交眷

屬經過了幾十年的耳濡目染，他們也

知道如何配合外交工作。最後一點，

外交人員最大的痛苦就是妻離子散，

因為我們的子女沒有辦法回到台北接

受中文的教育，我建議國內的實驗中

學雙語部可以在台北設個分班，為未

來的外交人員，讓他們的子女能夠回

到國內來接受國家正常的雙語教育，

這是非常迫切的需要。 

吳委員嘉麗：我要對剛才司長的用詞表示

抗議，剛才司長說女性伶牙俐齒，我

想是不太妥當的，如果真的存有這種

心態，那我懷疑在人才的考選上，對

女性可能會有所偏差。 

劉委員武哲：剛才部長說星期天要辦 SARS

的會議，我懷疑即使中國大陸 SARS

這麼嚴重的地區，主辦單位都是預防

醫學的單位，為什麼我們要由外交部

來辦這個會議，而非由衛生署來辦，

而且我個人也沒有收到邀請，部裡的

考量為何？ 

高次長英茂：我國現在的主事單位主要還

是衛生署，是由衛生署主辦這個會

議，外交部也支持這個活動，因為除

了專業醫療、衛生的問題以外，目前

我們也在爭取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組織，我們兩千三百萬人民被排除

在 WHO 之外，實在是很不公平的。但

是也不要把這個會議政治化，因為除

了醫療衛生的問題外，這個 seminar

還有一個層面就是經濟的層面，SARS

對經濟的打擊非常大，尤其是旅遊

業，我們外交部是從這個角度切入，

但最重要的還是專業的問題。 

陳委員茂雄：三個問題。第一個是國外的

考試制度如果移植到台灣的話，很多

是不能通行的，現在考試院最令社會

大眾相信的就是公正，剛才提到只有

筆試無法錄取外交部希望的人才，所

以口試非常重要，甚至延長口試時

間，外交部的立場是希望口試委員由

外交部來推薦，考試院有二個層面需

加以處理的，一是要合法，即口試委

員一定要符合典試法規定的資格，一

是公信力，因為非筆試取才時，常易

招致懷疑，外交部有無其他既可有可

行性又有公信力的建議，可以提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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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參考。第二個問題是一般人認為美

日外交官非常重視了解駐在國當地，

台灣的駐外人員則多忙於接待官員與

民意代表，無暇了解當地，不知外交

部有沒有辦法可以脫離此一困境？第

三是此次戰爭，泛藍營是反戰、反

美，泛綠營是親美、對戰爭沒有加以

譴責，外交人員在此一方面作何處

理？ 

林委員玉体：剛才提到用人唯才，大家對

於此點都沒有什麼異議，只是對於何

謂“才＂比較有爭議。目前國家考試

多較尊重用人機關的需求，因之外交

部若認為哪些用人才是合乎外交部的

需求，可否主動向考試院提出，例如

考試的科目及剛才提到的口試委員

等，大家可以來溝通協調，我個人覺

得現在台灣的處境非常艱辛，外交人

員在打一場困戰，剛才司長提到國家

忠誠，現在外交官到底忠誠哪一個國

家？目前我們的國號是中華民國，可

是世界上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非常的

少，外交官員是堅拒非中華民國的國

號嗎？個人以為外交官具備外語能力

是基本條件，國家忠誠更重要，但外

交人員如何克服上述困境？ 

姚院長嘉文：我剛才提到說錢復院長到考

試院演講時提到，現在外交領事人員

考試是不是可以取消國際公法，而測

試有關國際經貿的常識，因為我們處

理的都是經貿的談判，這點是否請外

交部一併回答。 

高次長英茂：比較政治性的問題，我來作

回應，其他較技術性的問題由人事處

來回應。伊拉克的事情，外交部的立

場就是國家的立場、政府的立場，也

就是總統、行政院的立場，在野黨對

伊拉克的戰爭和美國的立場有很大的

批評，但是在國家的立場，第一個基

本上是支持由聯合國和平解決問題，

若不能解決，對於恐怖主義、大規模

殺傷力武器的問題我們是堅決反對，

也就是我們是站在美國這邊的，我們

國家的政策很明顯，基本上我們外交

部的政策也是跟著國家及總統的政

策。第二是有關於國家認同、外交部

同仁的態度，基本上大家都活在台

灣，應該要認同台灣，按照憲法我們

國家的名稱還是中華民國，所以在官

方的場合例如大使館等仍需使用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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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這個問題如何解決，仍需由國

會來決定，委員提到混亂的狀況，這

是實際的問題，在務實的情況下，外

交部也有正式的 guideline，例如在

正式官方場合仍用憲法所定的名稱，

行不通了再用台灣的名稱，以務實的

精神亦兼顧台灣目前的國際環境。 

施處長旺坤：第一點有關外交特考的問

題，目前外領人員考試的舉辦方式已

經行之有年，剛才劉部長提到的方向

非常正確，我建議是否由外交部先蒐

集一些資料，例如外國對於外交人員

的考選方式有何特色可供借鏡的地

方，另外，外交部內部也再針對外領

人員考試方式第一試、第二試，包含

考試科目有無變革的必要等作一研

討，再提出一些建議，日前考試院已

成立一個有關外交特考的專案小組，

我們蒐集若干資料後，也可以提到小

組裡面來討論。第二點有委員提到接

送機的問題，外館一半以上多是三人

館、五人館，人數非常精簡，政務、

領務、僑務、會計及人事幾乎都要這

些同仁承擔，部裡面的政策是儘量減

少不必要的接待，將人力應用在政務

的推動上，但在實際執行上還是有困

難，不過部裡已經儘量朝這個方向努

力。第三是有關錄取女性名額的問

題，在作整批輪調時，常有館長向我

反應不要派女生來，不是因為館長不

喜歡女生，而是因為很多艱困地區，

在治安、衛生條件上女生去有許多不

方便的地方，實際上女性同仁育嬰

假、辭職進修的比例蠻高的，而且在

艱困地區人力應用上也不敢派她去，

這是事實上的困難。早期男女比例為

百分之八十、二十，目前是百分之六

十、四十，在人力應用、名額上是否

要作一限制，我們內部還要再審慎的

評估。 

許委員慶復：本人先對外交部近年來在外

交的努力表示肯定，其次對於本人任

職考試院秘書長期間院內考試委員出

國考察訪問承蒙外交部的協助，亦表

示感謝。近來報紙上登的一件事情是

有關駐外人員在當地待久了之後，既

不退休亦不接受輪調，形成冗員，這

對外交部是個很大的傷害，我想在制

度上是否有可以改進之處，有無我們

可以協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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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諾幹委員：近年學界盛行一種理論，

那就是主張台灣是整個南島語族擴散

遷移時的起源地，台灣原住民各民族

與其文化、語言關係非常親近，因之

原住民籍立法委員曾多次提案或質

詢，希望外交部擬定「原住民外交」

方案，但貴部目前所採行的回應措施

似乎作用有限，是否有在舉辦外交特

考時，保障特定原住民錄取名額，並

指定派往南島語系國家服務之可能

性？ 

邊委員裕淵：我國外交情況是與其他國家

不同，從歷史上看，民國六十年以前

外交係以維持地位、席位為主，所以

以軍事、國防為主，民國六十年以後

因經濟起飛，外交雖仍有政治的席位

要爭取，但更重要的是在拓展經貿關

係，尤其去年加入 WTO 之後，加上大

環境以經濟為主體，外交人才的選拔

應較偏向經貿人才的培養，不知外交

部取才除了外交、國際關係科系外，

對其他領域尤其是經貿領域有無進用

的情形？ 

洪委員德旋：未來用人應考量法律、財

經、談判的技巧，考試委員在院會上

可以配合的會儘量配合，但希望外交

部能提出客觀的事實及所需要的準則

為何，讓我們在做決定時有所依循。

有關增長口試時間及由外交部推薦口

試委員的部分，本人表示同意，但基

本上仍應適法；甚至個人覺得像外交

特考可以考慮由外交部來辦理相關試

務，當然典試工作仍須由考試院來

做。另外外交特考是否仍有忠誠調

查，此忠誠調查是否有否決權？ 

高次長英茂：剛才邊委員提到外交工作的

重點，經過多次的討論，今日的外交

強調須從我國目前國內的實力，發展

我們的實力。我們最近強調三個外交

基本運作的準軸：第一是台灣民主的

轉型、對人權的尊重是全世界肯定

的，所以外交部就推動組織一個台灣

民主基金會配合推動人權與民主的外

交，讓台灣與世界主要的民主力量結

合。第二個主軸是經濟科技的合作共

榮，我們在科技經貿都是有相當的實

力，將來外交人員訓練也應該強調此

方向的發展，我們也會和經濟部、經

建會密切的合作。第三個方向是希望

把台灣變成亞太地區和平安定的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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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我們與中國人民共和國也希望能

走向和平共存合作的道路，所以我們

與美、日發展更密切的關係，以發展

和平穩定的力量。這些是大政策的方

向，我們用人及訓練人才也希望往這

方向。 

施處長旺坤：有關輪調、外館不適任人員

的問題，外交部有制定輪調作業要

點，同仁的外放一任是三年，最多二

任六年，所以一般館員的部分不會超

過六年，館長部分因特殊需要才會超

過六年。一般而言，我們在外放、調

動也有一些條件，因之外館若有同仁

有養尊處優、表現不好，館長有反

應，並列舉具體事實屬實時，馬上調

離，所以報上指稱的狀況十分少有。

另委員提到外交特考能否增加原住民

名額，因行政院人事精簡的原因，外

領人員的考試錄取名額已愈來愈少，

將來名額有無增加的可行性及原住民

名額的能否增加，均可以再研究。邊

委員提到 WTO 人才培訓的問題，本部

十分重視，除了和經濟部密切合作

外，也擴大與經濟部人才交流，另本

部也有國際會議人才庫，外交人員講

習所也加強辦理國際經貿人才的培

訓，外領人員特考沒有科系的限制，

有經貿背景的人員，都歡迎報考。至

委員提到外交特考能否由外交部辦，

因事涉政策，非我所能決定，但實務

上因我們的經驗較為不足，尚須請大

院繼續指教。 

劉部長初枝：為甄拔最適人力參加外交工

作，需要在修訂考試規則前，請外交

部提供二項資料，一為各不同層級外

交官、領事人員的工作分析，二為擔

任外交官、領事人員所需的核心能

力。 

李委員慶雄：針對口試提供一些意見，目

前口試每人為二十五分鐘，但外交官

與其他的公務員不同，二十五分鐘內

不容易測出一個人的應變能力、談判

技巧，錢院長到考試院演講時也有提

到英國選拔外交官的方式。目前我們

的考試方法把口試當作考試總成績的

一部分，占百分之三十，我建議不要

把口試列入總成績，而是另外一項單

獨的成績，透過口試篩選，但這恐怕

涉及考試法的規定；第二，口試時間

因受限於口試規則，考選部應可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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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針對外交官的考試將考試規則作修

改，例如昨天考選部邀請中國信託金

控公司行政長演講中就提到，其甄選

人才不考筆試（只看學校成績），只

考口試及一些心理性向測驗。亦即，

長期而言外交部應提出一個如何甄

選、口試的方法，短期來說考選部則

應配合外交部就口試的部分作改進。 

陳委員茂雄：一如我先前所提，國外的經

驗未必能完全適用於台灣，除了公信

力外，大家似乎有個誤解就是口試一

定可以客觀考出程度，實際不然，根

據我長期經驗，費時作口試事前準備

的口試委員不多，口試委員若花比較

多時間準備的話考出來才會比較客

觀，反之則會一蹋糊塗，而且口試應

花的精神應該要比筆試來得多，因之

我對此不敢期待太高。 

吳委員茂雄：外交部對同仁的出身背景，

例如其大學修業背景為何是否有進行

調查統計？以目前外交部的任務，若

僅以外文、政治系的人才為主，恐不

足應付工作上需求，因之遴選人才應

多元化。 

劉委員武哲：在資料中只有提供外交部速

獎速懲的結果，有關其過程、辦法可

否提供考試委員參考。 

邊委員裕淵：我國在爭取加入國際的組織

時，建議往正面方向訴求，如欲加入

WHO 應強調我們能為該組織提供何種

貢獻，而不要訴諸悲情，如我們國家

有多少病例需要該組織的幫忙。 

李委員慶雄：口試應力求公開公平，若口

試均由外交部辦理，可能易招致不公

平之議，此點若能克服，達到公平並

爭取外界支持，則本人不認為口試要

由外交部的人來擔任，可以由外交部

來辦，考試院則在執行上予以協助、

監督，時間亦不限二十五分鐘，三、

五天均可。 

姚院長嘉文：現在應考外交特考人員並無

限制科系，各所科系均可。 

高次長英茂：剛才提到許多問題多與考試

方式有關，建議也都非常好，但本人

對此非十分內行，如何將考試制度做

得完整，並考量到成本問題，這個部

分是否請施處長來回答。 

施處長旺坤：針對口試問題大家都提出不

同的看法與做法，而考試院也成立了

一個專案小組，是否我們先來蒐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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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資料後，細節部分再提到小組內討

論。剛才委員提到外領人員的科系，

我們有統計資料，這裡因時間的關

係，會後再提供委員參考。另委員所

提出的問題都會記錄下來，分別再向

委員作進一步請教。 

姚院長嘉文：最後劉部長有一些報告。 

劉部長初枝：這裡有二項資料提供外交部

參考。 

姚院長嘉文：座談就到這裡結束，謝謝外

交部。 

伍、散會：十二時。 

 

■第二場次：參訪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五月五日 

（星期一）上午九時五十分 

地  點：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參加人員：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吳副主任委員其樑 

龔秘書長以敏 

劉副秘書長國傳 

蔡副秘書長籐雄 

楊主任秘書建中等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沈董事長景鵬 

考試院暨

所屬機關：伊凡諾幹委員 

吳委員泰成 

吳委員茂雄 

林委員玉体 

許委員慶復 

陳委員茂雄 

劉委員武哲 

邊委員裕淵 

劉部長初枝 

吳部長容明 

周主任委員弘憲 

朱秘書長武獻 

蔡副秘書長良文 

饒次長奇明 

鄭副主任委員吉男等 

 

主持人：
姚院長嘉文  

鄧主任委員祖琳 紀錄：楊文振 
壹、鄧主任委員祖琳致歡迎詞，並介紹

該會與會人員 

貳、姚院長嘉文請朱秘書長武獻介紹本

院暨所屬部會與會人員並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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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掌理全國公務人員人事制度，

這次參訪行政院退輔會，主要是要瞭解並

協助解決退輔會在考銓方面的問題。以前

我擔任立法委員時，曾隨相關委員會，到

各地方之退輔會所屬機構考察，看到有些

機構已完成了階段性任務，原來的業務已

開始轉型，成效良好。至於退輔會將來在

政府改造時，組織如何調整，考試院將在

定案後全力配合推動。 

叁、簡報：（略） 

一、前言 

二、任務 

三、組織人力 

四、重要工作執行概況 

五、今後工作重點 

六、結語 

肆、座談及意見交換： 

一、宋處長海笙：依現行規定，退伍軍職人員

轉任公務人員於重行退休時，軍文職服務

年資合併計算，並受公務人員退休年資採

計三十五年為限之限制，因此建議應本軍

文分途管理之作法，軍職人員轉任公務人

員前後服務年資，不受採計三十五年之限

制。 

吳部長容明：此項建議涉及法令規定與制

度設計問題。就法令規定而言，公務人員

退休法施行細則第十三條規定，軍職人員

已領退伍金再任或轉任公務人員，其重行

退休之年資，應自再任或轉任之月起，另

行計算，並以不超過最高年資採計標準為

限。上開規定；業擬提升至本法位階，並

列入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又陸海空

軍軍官士官服役條例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後

段亦規定，未領退除給與轉任公職者，得

依其志願，將軍職年資併同公職年資，辦

理公職人員退休。就制度設計而言，係為

考量軍職人員、教育人員與公營事業人員

轉任公務人員者軍公教三者之間權義衡平

性。因此，仍宜維持軍職人員於八十四年

七月一日以後轉任公務人員者，其曾辦理

退伍領有退伍金、退休俸之年資，應併計

公務人員年資，受最高採計三十五年之限

制。 

二、張處長德森：建議身心障礙特考應考資

格，對於不適任護理臨床工作之資格條

件，宜列入應考須知，以防止不適任護理

工作之身心障礙者應考。 

劉部長初枝：依憲法規定，應考試服公職

是人民的權利。又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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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除非能證明其無法擔任該項工作，才

可以排除該等人員應考。否則依公務人員

考試法第三條規定，為照顧身心障礙者之

就業權益，必須舉辦相關特種考試。至於

是否不適任，是否不能處理日常事務，很

難在考前及時發現而阻止其應考。寄望於

錄取後受訓期間，如發現不適任者，始評

為訓練不及格，使其未能取得任用資格。

本項建議將該等人員列入應考須知，本部

仍將繼續研商解決。 

周主任委員弘憲：關於發生在台中榮民總

醫院不適任護理工作之李姓護士、孫姓護

士，業已廢止其受訓資格，另葉姓護士獲

准保留受訓資格，林姓護士因受訓期間請

假日數超過法定日數，相對延長受訓期

間，其訓練成績是否及格，尚不確定。 

朱秘書長武獻：這些所謂不適任人員，由

於是慢性病，很難在體格檢查時檢查出

來，除保訓會於受訓期間得依相關規定予

以淘汰外，也可以循修法途徑或不報缺方

式解決。 

姚院長嘉文：對於身心障礙人員之服公職

權益，不是單單保護而已，還必須考量其

是否具有執行公權力的能力。 

三、李處長文章：對於未具任用資格之留用人

員，建請以專案檢覈或比照委任升等考試

訂定落日條款方式，提供該等人員取得任

用資格，或放寬其遷調限制。 

吳部長容明：目前退輔會之留用人員，係

以「同職稱、同職務列等」之處理原則，

可以在退輔會所屬機關相互調任，至於將

來是否再放寬，將依考試院院會政策決定

來辦理。 

劉部長初枝：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條規

定，舉辦公務人員考試，必須以公開競爭

方式。所以專門為這些留用人員，舉辦專

案檢覈，是不合規定的。例如早期電信總

局進用之建教員佐人員一直要求為他們辦

理銓定考試，亦無法同意。所以這些留用

人員，如符合相關應考資格，可報考升官

等考試的委任考試，或參加高普考、初等

考試、特考，以取得任用資格。 

朱秘書長武獻：未具任用資格留用人員，

宜多鼓勵參加考試，於下班後給予輔導準

備考試，考上後問題自然解決。至於是否

再放寬遷調限制，建請吳部長協調人事

局、退輔會研商解決。 

四、劉委員武哲：（一）退輔會簡報中，給榮

民的照顧，包括鑲牙的補助費用、義肢的

提供、拐杖、助聽器等各項設施裝備，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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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齊全良好，建議提供社會福利單位參

考。（二）退輔會所屬的農場，其面積共

計多少？又如農場，以 BOT 方式辦理，可

解決未具任用資格者之問題。 

柯處長富明：目前退輔會所屬共有八個農

場，面積共計約一萬公頃。至於農場是否

適合以 BOT 方式經營，本會將作為研究參

考。 

五、吳委員茂雄：退輔會對榮民的照顧非常週

到，而這些榮民在退伍之前，擔負保疆衛

土之責，所以退伍後，給予應有的照顧與

福利，也是政府職責。目前榮民有五十四

萬多人，未悉榮民身分是如何認定？又第

二代、第三代榮民是如何產生？ 

朱副處長嘉義：榮民的身分認定，只要符

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例第二條規定條

件之一，即屬榮民：（一）依法退除役之

軍官。（二）依兵役法第四十九條志願在

營服役之士官、士兵，依法退伍除役者。

（三）服士官、士兵役因作戰受傷致成殘

廢，於除役後生計艱難需長期醫療或就養

者。（四）服軍官、士官、士兵役，曾參

加民國四十七年八二三臺海保衛戰役及其

他經國防部核定之關係國家安全之重要戰

役者。（五）金門、馬祖民防自衛隊，曾

參加民國四十七年八二三臺海保衛戰役

者，自九十年一月一日起視同退除役官

兵。 

鄧主任委員祖琳：榮民的身分，不是以繼

承方式而得到，完全是依照規定來認定。

所謂第二代、第三代榮民是口語上的稱

呼，一般而言，民國三十八年自大陸來台

之退除役官兵，謂之第一代榮民，自此之

後，即屬第二、三代榮民，其中八二三戰

役、金馬自衛隊之榮民年齡，平均約六十

五歲，而全部榮民平均一個月有一千二百

人凋零。 

六、劉部長初枝：未悉女性榮民之人數多少？

其就養狀況為何？又台籍日軍是否列為榮

民？此外，榮民的年齡最大及最小各為

何？而領取榮民就養金，人卻在大陸，如

何就養管理？ 

宮副處長旦生：單身榮民亡故後， 其大陸

遺族可以申請繼承，但不動產不可以繼

承，必須折算為現金，才可繼承，且一個

人不能超過新台幣二００萬元，去年計申

請五二０件，金額合計新台幣四億五千零

八十九萬餘元。此外，單身榮民亡故，因

無人繼承財產，必須繳回國庫，九十年金

額約新台幣十七億餘元，九十一年約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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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元，二年合計約二十七億元。 

朱副處長嘉義：目前女性榮民約一萬七千

餘人，不論性別，只要符合規定條件，即

具榮民身分，早期被日本徵兵打仗者，非

屬榮民，但民國三十四年徵兵台籍國軍對

日抗戰，則屬榮民。至於榮民定居大陸

者，有五、八七二人，這些必須事先提出

申請，符合規定條件，才可在大陸定居安

養，或事後如不符規定即取消安養。 

鄧主任委員祖琳：就我所知，榮民的安養

金，相當是中共領導級的薪水，是很好的

宣傳，同時定居大陸，每年節省醫療費用

約新台幣四億餘元。 

楊統計長森：目前榮民年齡最高者為一０

六歲，最小者二十八歲。 

七、林委員玉体：台灣是美麗的寶島，我們生

於斯，長於斯，認同這塊土地，例如我的

義兄，認我爸爸為義父，在台結婚生子，

他上校退伍，全家和樂，我們也相處愉

快，其實只要有溫情在，到處是故鄉。但

是有些榮民在內心上，認為這裡不是他的

家鄉，罵台灣政府，不認同台灣，不知退

輔會在照顧榮民之餘，是否有此設計？使

得榮民們在心態上有所轉變，加強他的忠

誠度，認同台灣，大家團結在一起。 

鄧主任委員祖琳：退輔會每週均出版「榮

光報」，作為榮民與政府的溝通橋樑。此

外「青年日報」每週五有「榮民版」。還

有本人亦定有「與榮民有約」時間，與榮

民作面對面溝通。記得游院長向我說過的

話：「政府必須好好照顧榮民，您代表我

去照顧他們，政府照顧榮民的心意，是不

會改變的。」這些話，令我非常感動。我

相信絕大多數榮民是認同這塊土地的，當

然罵政府的個案是有的。 

八、邊委員裕淵：政府對榮民的就養、就醫、

就學、就業的照顧，非常好，令人想來軍

中服務，但退輔會的簡任人員女性才四

人，薦任人員女性也才占百分之二，是否

未來能適當拔擢女性同仁？又自民國三十

八年政府播遷來台，當年的青年軍，都已

七十歲以上，因此七十歲以上的榮民，與

七十歲以下榮民，在思想、行為上是不太

一樣的，退輔會對七十歲以下榮民的福利

照顧，宜與一般社會福利一併考量。 

鄧主任委員祖琳：退輔會的升遷，一切以

人才為準，日後只要是女性優秀人才，我

們一定優先拔擢。此外，在我們榮民當

中，有許多是中小企業領導者，目前社會

上成功的企業家，有我們的榮民或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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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所以只要退輔制度上軌道，相信除了

老榮民獲得安養外，新榮民、年輕榮民在

事業上也能有所成就，貢獻國家與社會。 

九、吳委員茂雄：記得經國先生推動十大建

設，很多工程都是榮工處完成的，所以榮

工處對於國家經濟建設貢獻很多，像中橫

的開闢，還有國外的重大工程建設，也都

是榮工處代表國家去完成，可說是享譽國

內外。以前榮工處的成員是以榮民為主，

未悉現在的榮民工程公司，其成員是否仍

以榮民為主？員工來源如何？又目前的工

程業務如何開拓？ 

沈董事長景鵬：榮工處是在民國八十七年

七月改制為榮民工程公司，為未來民營化

預作準備，依進度預定明年民營化，所以

我們員工於八十三年是九千多人，到現在

只有三千多人。現在榮民工程公司具有榮

民、榮眷身分，只占百分之三十，完全以

國營公司的經營方式在運作，已不再配合

就業照顧政策。至於工程業務的開拓，榮

民工程公司完全以公開競標方式，在營造

市場競標。 

鄧主任委員祖琳：榮民工程公司為了明年

的民營化，今年將專案裁員一千六百人，

員工只剩二千人。目前榮民工程公司每年

有七百億元的工程，有些工程是別人做不

到的，因為榮民工程公司擁有專業的技

術、機具及專業人員。 

十、陳委員茂雄：對於榮民工程公司，沒有利

用特權，參與各項工程的競標，迄今各項

工程業務仍能蒸蒸日上，令人很佩服。 

十一、張處長德傑：對於「特種考試退除役軍

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今年退輔會報了

六個缺，國防部報了三個缺，合計九個

缺，但後來國防部撤回三個缺，只剩退

輔會六個缺，考選部基於成本效益考

量，單單為六個缺舉辦考試不划算，所

以今年不舉辦退除役特考。但我們榮民

認為這是政府失信，且有的榮民是辭去

工作，專心準備考試，因此建議考選部

今年仍如期舉辦退除役特考。 

劉部長初枝：本部九十二年舉辦各種考

試期日計畫表，並沒有退除役軍人轉任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只有在備註欄註明

如用人機關需求，將適時公告辦理。由

於退輔會提報用人需求，今年只有六

位，明年需要二十二位，我們可考慮在

明年一月或二月間辦理。此外，謝謝退

輔會的協助，受託辦理消防設備人員的

訓練。從剛剛簡報資料瞭解，退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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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非常豐富，退輔會最需要的人才，

是具有專門知識或相關技能的人才，例

如醫事人才、社工人才、林業管理人才

等，如能輔導他們參加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取得證照，順利就業，才是

他們生活最大的保障。榮民是來自軍

中，在部隊服役期間，應多多培養他們

專業知識與專門技術。  

十二、蔡副秘書長良文：從簡報資料附表五

「現有人員曾係退除役官兵轉任、再任

者其軍中軍階統計表」顯示：委任第五

職等有上校七人、中校二十二人、少校

六十二人、尉官一三八人，如此由上校

擔任委任公務人員， 以軍中講求倫理的

情況下，在管理上如何處理？又附表

「退輔會九十一年度政府業務委託民間

辦理情況統計表」，目前政府刻正推動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或改制為公法人，

而退輔會成立的宗旨，負有就養、就

醫、就學、就業四大任務，未悉退輔會

在四大任務上是以榮民權益為考量，或

以政府政策為考量，其衡平性為何？ 

張處長德傑：關於上校擔任委任公務人

員，是由於退輔會先有委任職缺，他

（上校）願意過來，再俟機予以調升，

至於管理上，我們以尊重為出發點，應

不致有問題。又將來退輔會將積極配合

行政院政策，就所屬機構尤其是醫療機

構，是否可改制為行政法人加以檢討。 

鄧主任委員祖琳：安置榮民是退輔會最

主要的任務，例如退輔會所投資的瓦斯

公司，如占有百分之三十五股權，即安

置百分之三十五的榮民在該公司。面對

未來政府改造的去任務化、地方化、法

人化、委外化，退輔會將隨時檢討改

進，借重專業知識、技能及經理人，來

從事妥善的經營。 

伍、散會（十二時正） 
 

■第三場次：參訪法務部調查局幹部訓練

所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一月十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  點：法務部調查局幹部訓練所 

交誼廳、靶場 

參加人員： 

法務部調查局幹部訓練所：葉局長盛茂 

崔副局長昇祥 

鄭副局長明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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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主任秘書有章等 

考試院暨

所屬機關：姚院長嘉文 

林委員玉体 

伊凡諾幹委員 

吳委員茂雄 

吳委員嘉麗 

李委員慶雄 

洪委員德旋 

徐委員正光 

陳委員茂雄 

劉委員興善 

郭委員光雄 

朱秘書長武獻 

劉部長初枝 

吳部長容明 

周主任委員弘憲 

蔡副秘書長良文 

張次長國龍 

饒次長奇明 

顏次長秋來 

鄭副主任委員吉男等 

 

主持人：
姚院長嘉文

葉局長盛茂 紀錄：劉淑娟 
 

壹、葉局長盛茂致詞： 

院長、各位委員、副秘書長、各位長

官、各位貴賓大家新年好。首先謹代表調

查局暨幹部訓練所全體同仁對大院各位貴

賓歷年來對本局人事、訓練等業務的支持

與關注，並在公務繁忙中撥冗蒞臨指導，

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歡迎。本所負責的訓練

業務，主要是對新進調查人員的養成教

育，其次是對在職人員的專精講習訓練。

另外，為了配合國家的施政方向，加強機

關之間的協調聯繫，在資源共享、政府團

隊一體的原則下也接受委託，協助其他機

關辦理訓練，例如政風人員訓練班、公平

交易委員會調查人員講習班、海巡署的緝

毒工作講習班等，這些訓練分別在展抱山

莊以及對街的清溪園區兩個園區來進行。 

幹部訓練所是本局新進調查人員的訓

練基地，自從調查班第一期開訓到現在，

已經培訓出許多優秀的國家調查員。目前

在訓的是調查班第三十九期的學員，本期

的學員在下個禮拜，也就是元月十六日即

將結業。從民國八十三年起，也就是調查

班第三十二期以來，由於考試方式的變

革，新進調查人員須先通過大院考選部公

開舉辦的特種考試錄取以後，再由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託辦理訓練。在

此，個人要代表本局特別感謝大院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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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協助，使優秀的人才得以透過公開、公

平與嚴密的考試過程，在具備一定的知識

水準下進入所裡受訓，本所也以嚴格的輔

導考核作法，在精選嚴訓的原則下，致力

於人才的養成與篩選。 

調查局是國家的司法調查機構，掌理

有關危害國家安全與國家利益的調查、保

防事項，現階段是以執行反制中共滲透、

國內安全調查、國家安全偵防、保防、肅

貪、緝毒、經濟犯罪以及洗錢防治等為重

點工作。由於調查人員工作任務性質較為

特殊，所以訓練要求的標準也是很嚴格。

目前我們將學員的專業智能、品德操守、

工作態度以及學習能力與學習意願列為輔

導考核的重點。因為堅實的專業知識，始

能因應本局各項繁雜的業務，良好的品德

操守，禁得起誘惑才足以維持本局的聲

譽，敬業的工作態度，能堅守崗位才能保

證任務的執行，而學習能力與意願乃是未

來工作是否勝任愉快的關鍵。有關本所訓

練的方向、內涵與作法，非常歡迎各位貴

賓如有任何高見，給我們不吝指教，使本

所能夠隨著時代的脈動而進步。 

今天的行程將從交誼廳開始，首先播

放本所簡報的錄影帶，介紹本所組織職掌

與訓練業務，接著分組參觀展抱園區教學

及生活的設施，再至靶場體驗實彈射擊、

意見交換。現在讓我個人介紹參與本局接

待的主管及幹部訓練所的各位主要幹部給

各位認識（略）。最後，再次歡迎各位貴

賓的來訪，在此祝福院長政躬康泰、各位

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貳、姚院長嘉文致詞： 

局長、兩位副局長、各位調查局的官

員、展抱山莊的各位幹部，大家早。也一

樣祝各位新年快樂。調查局兩千多位調查

員，程度都非常高，然大家對調查局的期

待也很高。十多年前我跟李慶雄委員在擔

任司法委員會委員的時候，一直跟吳東明

局長一起工作要把調查局轉型，吳東明局

長也一直很努力，提出國家調查局、民

主、民間調查局等好幾種型態，在座很多

應該記得那段大家努力的經過，怎樣把調

查局的形象塑造起來，功能調整過來，我

跟李慶雄委員都參與這個工作，印象也非

常好，所以我們來過好幾次。為此調查局

開放歡迎民眾參觀，調查局也訓練很多解

說員對一般民眾做解說。彰化很多民眾也

都來過，近年來大家對調查局的印象改變

很多。我們在彰化也常常到彰化的調查站

去拜訪，特別是在選舉期間我們都期待調

查站跟地檢署合作查緝賄選。這看得出大

家對調查局的期待與觀感已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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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每一個機構員工的好壞、氣質、

及工作能力來自兩方面，一個是考選，一

個是訓練。訓練包括在職訓練還有考試後

之訓練，考試院是負責考選及考試後之訓

練，就是擔任職務以前的訓練。所以考試

院的許多委員都很關注調查人員的訓練，

保訓會委託調查局訓練，雖然大多尊重所

提之課程、講座的名單，然如何安排課

程、講座及滿足社會大家需要，亦是此次

參訪之重點。 

我們的目的是要讓每一個未來要從事

調查局工作的新進者，能夠充分了解社會

的現象，從國際到國內、從政治到社會的

現象都能充分了解。我們在警察大學也是

這樣說明，講座不要只找某一個人來，社

會是很複雜的，我們甚至建議過警察大學

找一些反對政府的社會運動人士來講，特

別是以後要當警察分局長的人，要知道社

會有各種不同的人，要能了解判斷從事社

會運動、政黨或社會團體的人，他們在想

什麼？他們運作的方式如何？在整個街頭

運動時怎樣去跟他們溝通？他們如何規

劃？在規劃什麼？怎樣處理？才有助於警

察分局長指揮、安排、及因應社會運動處

理事宜。 

調查局也是一樣，我們也希望調查局

的同仁，在開始工作以前都能對現在的國

家局勢、國內外社會、政黨情況等各方面

情況都充分了解，之後的討論，委員可能

會提到課程的講授希望能夠給學員全面的

介紹。可以找一個很偏激的人來演講，可

是最後也希望找另外一邊、另外不同角度

的，也許兩個、三個來講，如果沒有辦法

提供那麼多時間，就找一個比較客觀、宏

觀、中性的人來給學員介紹整個情況，如

果覺得有需要也可以找一個完全不同看法

的人來講，只有這樣才能夠讓每一個未來

的調查員能夠充分了解社會的現象，讓其

在以後辦案時能夠了解社會的實情。 

調查局人員和美國 FBI 一樣，他們責

任非常重，他們的決定非常重要，必須充

分了解社會的現象，另有關犯罪、經濟、

生活與政治情況也都要充分了解，因此，

我鼓勵調查人員深入民間，跟各階層接

觸，才能清楚知道全部的現象。今天非常

高興感謝調查局讓我們參觀，也希望能讓

委員們更了解調查局，待會他們會提一些

建議，讓調查局在辦理訓練時參考。各位

對考試院在辦理考試關於考試科目、題目

或者各方面若有什麼意見，我們歡迎各位

反映。在此謝謝各位，祝大家萬事如意、

新年快樂，謝謝！ 

叁、法務部調查局幹部訓練所簡報

（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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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職掌與訓練業務簡報 

二、調查班教務工作補充報告（第三十九

期訓練、師資概況） 

肆、座談及意見交換： 

院長：謝謝局長、副主任、特別是教官、總教

官、及各位工作人員。因為時間有點超

過，請各位把握時間意見交換，大家把問

題簡短講出來，不用一個個回答，或幾個

回答，大家比較關注的比如說考試院這邊

很注意的行政中立的訓練，第二個是調查

員對政經情況的全面了解，這一點也請說

明一下，以前很多調查員訓練後到社會

去，發現有很多的落差，他們在調查局所

受的訓練或者每一次的經建簡報，跟出去

執行以後，發現有很多的不同，這一點可

能要做一點說明，我們請委員、各位部

長、各位同仁簡短的提出問題或意見，請

局長來回答。 

吳委員嘉麗：我有兩個主要的問題，第一個想

請問關於調查局招考組員中調查組的部

分，我的了解就是過去在調查組男女人數

方面第一試沒有分性別，第二試考體能測

驗，第三試口試。今年這一次的招考做了

修改把體能測驗取消，男女名額則分別限

制。首先我想請問為什麼做這樣的更改？

第二就是在性別方面為什麼加以限制？根

據過去的表現，在性別比例上調查局有些

什麼樣的困難，所以要限制性別。現行的

各類考試對性別限制已經非常少，外交人

員也幾乎都沒有性別限制，這是關於考

試；還有體能測驗，過去體能測驗也有不

同的標準，這些標準是根據什麼訂出來？

第二項問題也同樣是關於調查組員，目前

考試院各考試項目和試題所篩選的人選是

否符合貴局所要甄選的人才？往後的培訓

訓練是否適合貴局的需要？還有體能和品

德是非常重要的兩項因素，但是用筆試篩

選錄取後，再考核他的德行、品德和體能

是否有落差？如果不適合這項工作會如何

處理？也就是說在人才甄選方面對考試有

什麼意見？目前以筆試方法先篩選，可能

令剛從學校畢業者佔優勢，而調查員似應

需要在社會上有一些歷練，這些歷練是年

齡較輕者所沒有，這些在篩選方法上是否

有做什麼樣的考量？ 

林委員玉体：調查局的品德考核，是否局裡有

某種設計，使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有毅力來

拒絕各種引誘。另外，台灣的政治環境變

遷，調查局人員的品德考核是否會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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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舉個例，如講國語，如果不講國語是

否影響他的品德考核？另外加強調查人員

樂業與敬業，這一點局長剛才也介紹請本

土人物來講台灣歷史、台灣人物來加強他

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熱愛，使其感覺嫉惡如

仇、除惡務盡，調查局應該培養這樣的人

員，不只是要住在這塊土地上更要熱愛這

塊土地，我相信這一點應該是調查局的工

作重點，謝謝！ 

李委員慶雄：調查局定位是國家的調查局，所

謂國家調查局是脫離政黨，不做統治的工

具。調查局唯有中立，才能獲得人民更多

的信賴。為落實國家的調查局，調查員人

事欄不應記載黨籍，調查人員不得參加政

黨活動，過去我們推動檢察官、法官超出

黨派，要求檢察官、法官人事欄裡不註明

黨籍，而且不得參加小組會議。司法院、

法務部做到了，調查局能不能做到。第

二，我們現在推動三合一考試，我想把它

擴充到八或九合一考試。就是法律系畢業

生會考，就是所謂 Bar examination，調

查員考試司法組有沒有意願參與大會考。 

伊凡諾幹委員：我對於台灣的國家安全向來極

為關心，請問調查局為防制中國的滲透、

破壞以及情報蒐集，對於調查員有沒有實

施特別的訓練？ 

吳委員茂雄：「不入虎穴焉得虎子」這句話被

警察經常作為運用臥底人員之理由，我想

請問調查局對於偵辦案件時是否同樣運

用，假如有的話是否有制度來防止弊害的

發生？ 

周主任委員弘憲：調查局的訓練課程，我想他

們安排的相當妥當，不過有一些課程是所

有考試錄取人員必須安排的課程，例如行

政中立的理論與實務、依法行政的理論與

實務，像這些類似的課程，希望貴局能夠

在下次訓練時，能儘量將這些課程安排進

去。有一些課程我們認為是所有要從事公

務人員的考試錄取人員需要具有的知識。

另外，剛才戴副主任也有提到的法律課程

聘請實務界的人士來擔任，但是我們看講

座的名單裡面法律課程，尤其是有關實務

的法律課程方面，有很多都是已經脫離實

務界非常久，我們很擔心的是這樣的話，

他的講授是否會跟實務面脫節？這一部分

是不是能夠請貴局在辦理時斟酌一下。 

李所長嵩賢：我接著周主委的意見。剛才副主

任報告這裡講座的聘請情形，我要了解的

是講座的考核情形是不是有一些規定？講

座教學不佳，怎樣去淘汰？這一些機制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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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一下。 

劉委員興善：最近一期的英文讀者文摘報導法

國的特別制度，這個特別制度有點類似美

國的特別檢察官。一個歸化為法國的挪威

人 Eva Joly，擔任特別檢察官後，使整個

的法國政府制度因之而受到重大的影響，

她也因而最有可能成為法國總統的候選

人。由於她的調查、起訴，使台灣也牽涉

在內的拉法葉艦案件擴及於法國國防部

長、憲法法院院長。她成為世界各國調查

員的 role model（模範典型）。我建議調

查局的訓練課程中應開設這種介紹世界各

國足以作為調查員典範的制度。請專家花

費一兩小時的時間專門介紹，相信對於我

們調查員的培養，應該有所助益。 

劉部長初枝：院長、局長、各位長官，我所希

望知道的就是這一整年的訓練課程裡面，

有沒有一些課程就是拿實例來研討，就是

用實際已經發生過成功的案子，來讓學員

學習、思考、破解與怎樣處理，再來綜

合。我覺得這種實務上的訓練可能比上課

聽講更重要，因為我們所有的學員都已經

來自大學畢業，所以他們在學業的課程可

能都已經有不錯的系統性培育，特別是在

鑑識科學方面，剛才所長報告中提到學員

中化學鑑識一位、法醫一位，類似這樣在

專業領域上只有一位的話，那上課的課程

是不是就會跟其他調查實務類有所不同？

所以是不是其他調查實務類的學員也需要

上一些類似鑑識方面的課程，也讓他們獲

得一點這一方面的知識，將來才能夠做配

合？ 

陳組長火生：我有一個關於射擊訓練的建議，

提供局裏參考。我認為槍法準不準固然很

重要，什麼時候該用槍什麼時候不該用

槍，正確用槍及時機的判斷更重要。我去

參觀過警察大學，他們有一個先進國家常

採用的用槍模擬情境的訓練，不必用真

槍，用假槍彈即可，受訓人員進到一個房

間，裡面有一個大的螢幕播放影片，隨著

影片情節進行，受訓人員必須判斷決定什

麼時候該出槍，什麼時候不該用槍，影片

結束即測驗完成，成績同時評定，顯示到

底及格不及格。這個情境模擬軟體花費不

多，應該可以用來輔助真槍的訓練，讓調

查員能夠進到各種模擬情境、訓練正確掌

握用槍及其時機。 

蔡副秘書長良文：有三方面請教，第一是我們

課程設計的部分，在情治中立和行政中立

方面，貴局的規劃情形如何？另外，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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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這個部分跟局裡的定位，未來的

定位和設計是如何？課程的第三點就是在

語言訓練部分，除了駐外以外，由於國內

各族群土語能力之要求與幹部愈來愈年輕

化以後對母語教學不是很重視之因素，未

來在工作指派與專業分工的部分如何因

應？課程的第四點關於加重經濟犯罪、洗

錢工作之課程不太可能在一年內完全來設

計，未來局裡如何來因應？再者就團隊工

作與技術部分，在課程部分是不是還可以

再進一步來強化，未來走向如何？至於通

識課程部分好像比較廣一點，有沒有做進

一步評估？第二部分師資的方面，基於一

些現行法案在研擬中的，或草案已經完成

送立法院審議中的，此屬各機關之政策方

向，所以，未來貴局是否可多請現任機關

的正副首長講授，尤其兩岸、財經的或其

他重要政策的部分，未來的因應如何？第

三個部分即講座的考核和學員的考核情

形，能否讓我們進一步了解。 

徐委員正光：剛剛聽到很多同仁的意見，現在

已經是十二點二十分了，我想局長不可能

把這些問題在現場都作回答，是不是我們

先去吃飯，局長在餐會現場可以擇要做一

些說明，會後再以書面說明，這樣比較不

耽誤大家時間。 

院長：今天的座談因時間的關係到此結束，有

關各位發言的意見，請局改以書面答覆，

謝謝。 

伍、散會：十二時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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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年一月十日參訪法務部調查

局幹部訓練所座談會相關詢問及意

見答覆資料 
                        

 

 

吳委員嘉麗： 

我有兩個主要的問題，第一個想請問關於

調查局招考組員中調查組的部分，我的了

解就是過去在調查組男女人數方面第一試

沒有分性別，第二試考體能測驗，第三試

口試。今年這一次的招考做了修改把體能

測驗取消，男女名額則分別限制。首先我

想請問為什麼做這樣的更改？第二就是在

性別方面為什麼加以限制？根據過去的表

現，在性別比例上調查局有些什麼樣的困

難，所以要限制性別。現行的各類考試對

性別限制已經非常少，外交人員也幾乎都

沒有性別限制。這是關於考試；還有體能

測驗，過去體能測驗也有不同的標準，這

些標準是根據什麼訂出來？第二項問題也

同樣是關於調查組員，目前考試院各考試

項目和試題所篩選的人選是否符合貴局所

要甄選的人才？往後的培訓訓練是否適合

貴局的需要？還有體能和品德是非常重要

的兩項因素，但是用筆試篩選錄取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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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他的德行、品德和體能是否有落差？

如果不適合這項工作會如何處理？也就是

說在人才甄選方面對考試有什麼意見？目

前以筆試方法先篩選，可能令剛從學校畢

業者佔優勢，而調查員似乎應需要在社會

上有一些歷練，這些歷練是年齡較輕者所

沒有，這些在篩選方法上是否有做什麼樣

的考量？ 

答： 

一、法務部調查局職司掌理有關危害國家

安全與違反國家利益之調查、保防事

項，特考各類組考試錄取人員，經過

一年之訓練及格後，一律派赴外勤單

位（含山地、離島等偏遠地區）服

務，每人負責一定轄區內之國內安全

調查、保防工作、掃黑、肅貪、偵辦

重大經濟犯罪、防制洗錢犯罪及緝毒

等七項業務全年無休，隨時待命執行

蒐證、跟監、守候及逮捕等具危險性

且耗費體能之任務，基本上男性調查

員較女性調查員更能有效行使上述公

權力。因此在考量本局業務特性、工

作安危及體能負荷等因素，外勤單位

業務實需以男性為工作執行主力。 

二、基於上述本局業務上用人特殊需要， 

大院於八十九年修訂調查人員特考考

試規則，考試分為第一試筆試及體能

測驗一千二百公尺跑走，第二試口

試；九十年再修訂為「筆試、體能測

驗、口試」三試；其中體能測驗部份

測驗一千二百公尺跑走，合格標準男

生為六分三十秒，女生為七分鐘，當

時係考選部參酌學者專長意見，近年

調查班受訓學員平均成績及臺灣地區

青少年體適能測驗常模分析表所訂

定。惟因考量縮短調查人員考試試務

流程及節省試務資源，並杜絕外界對

體能測驗實際成效之質疑，九十一年

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

定(考試院得依用人機關請求及任用

之實際需要，規定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應考人之兵役狀況及性別條件。)再

次修正考試規則，取消第二試體能測

驗。 

三、體能測驗原始標準係依調查班第二十

九期階段訓練及測驗結果研訂，並自

調查班第三十期開始實施，測驗百公

尺折返跑、三千公尺計時跑步、引體

向上（單槓）、伏地挺身及仰臥起坐

等體能項目，調查班第三十一期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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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列游泳項目標準。經參考歷期調查

班訓練及測驗結果，修訂各項體能測

驗合格標準，於八十三年調查人員特

考（調查班第三十二期）正式列入訓

練項目。凡受訓學員均應於結訓前到

達規定標準始得結訓，以應日後工作

需要。 

四、依據現行招考制度及本局訓練所實務

經驗，新進人員通過筆試及口試錄取

後，尚需接受為期一年的調查人員養

成訓練，修習未來工作上所需之各項

專業知能，由於本局職掌業務繁複，

調查人員特考的筆試項目僅能篩選報

考人員的基本學識能力，抽象的人格

特質無法經由筆試發掘，故本局訓練

所特別在新進人員初入所受訓的前三

週內，洽請台北諮商輔導中心－「張

老師」實施心理衡鑑，協助學員本身

了解其基本性格、學習意願、創造

力、穩定性與情緒商數等特質，這項

制度已行之有年，成效良好。目前調

查班第四十期學員採行「賴氏人格測

驗」及國內心理學權威柯永河教授創

編「ＩＢＳ人際行為量表」、「生涯

興趣量表」三種測驗量表。而本局訓

練特有之輔導員制度亦極為重要，輔

導員係遴選本局各單位實際工作十餘

年之績效優良同仁擔任，全程參與訓

練活動，在日常生活中幫助新進學員

變化心性，建立正確認知，認同本局

文化，以收潛移默化之效，並觀察考

核其言行，瞭解其融入情形，協助解

決學習障礙，對於輔導後仍不適任

者，經輔導員及訓練所組隊幹部召開

會議討論決議，向學員分析利弊得

失，勸導其離訓。至於學員在受訓期

間違反「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

查局調查人員考試錄取受訓人員訓練

實施要點」達廢止受訓資格者，由訓

練所召開獎懲委員會審議決議後，函

送 大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廢止受訓資格。 

林委員玉体： 

調查局的品德考核，是否局裡有某種設

計，使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有毅力來拒絕各

種引誘。另外，台灣的政治環境變遷，調

查局人員的品德考核是否會受影響？舉個

例，如講國語，如果不講國語是否影響他

的品德考核？另外加強調查人員樂業與敬

業，這一點局長剛才也介紹請本土人物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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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台灣歷史、台灣人物來加強他對台灣這

塊土地的熱愛，使其感覺嫉惡如仇、除惡

務盡，調查局應該培養這樣的人員，不只

是要住在這塊土地上更要熱愛這塊土地，

我相信這一點應該是調查局的工作重點，

謝謝！ 

答： 

一、學員品德考核係依據「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錄取

受訓人員訓練實施要點」第八點，訂

定「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

調查人員考試錄取受訓人員品德素養

輔導考核規定」及「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錄取受

訓人員獎懲規定」，陳報 大院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另依該獎懲規定第十五點，訂定「公

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

員考試錄取受訓人員品德素養考核成

績加減分」具體標準，俾資遵循並實

施考評。 

二、調查員首重品德操守及慎獨精神，輔

導考核工作重點項目就在觀念方面，

要求對國家忠誠，強調行政中立及依

法行政，培養服務熱忱及團隊精神；

特重誠信、廉正、負責與榮譽。調查

員的養成訓練乃是一種成人教育，制

度設計上，除重視品德操守的要求

外，亦積極培養學員自我管理與團隊

領導的能力，學員入所受訓六至八週

後，即進入自治階段，選拔自治幹部

及展抱委員會文韜、武藝、康樂、服

務、播音等委員並定期輪替，於日常

生活中透過分工合作達成各項活動及

要求，培養領導、服從與創新能力。

生活上則要求內務嚴整，儀態大方，

以勤儉、整潔、禮節、自律為重點。 

三、本局訓練所採行「輔導」與「考核」

雙軌並行制度，並貫徹輔導考核「公

開化」、「透明化」原則，對於學員

平日言行，均依據前開規定加減分，

定期召開輔導考核會議，公布品德考

核素養成績，對於學員記過以上處

分，依規定召開獎懲會議討論，當事

人及自治幹部並得列席發言。 

李委員慶雄： 

調查局定位是國家的調查局，所謂國家調

查局是脫離政黨，不做統治的工具。調查

局惟有中立才能獲得人民更多的信賴。為

落實國家的調查局，調查員人事欄不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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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黨籍，調查人員不得參加政黨活動，過

去我們推動檢察官、法官超出黨派，要求

檢察官、法官人事欄裡不註明黨籍，而且

不得參加小組會議。司法院、法務部做到

了，調查局能不能做到。第二，我們現在

推動三合一考試，我想把它擴充到八或九

合一考試。就是法律系畢業生會考，就是

所謂 Bar-examination，調查員考試司法

組有沒有意願參與大會考？ 

答： 

一、「依法行政」與「行政中立」是本局

一貫立場，對新進調查員，尤其重視

此一觀念之建立與培養。本局是「國

家的調查局」、「民眾的調查局」，

不屬於任何黨派或個人，一切工作均

以國家安全、國家利益、社會安定、

民眾福祉為準繩。所以任何人只要有

志從事司法調查工作並符合資格，均

可報考調查人員特考，凡經考試錄

取，並經本局專業訓練及格，取得特

考及格證書者，都可以成為本局調查

人員，並無黨籍之限制，本局人員在

人事欄上亦未記載黨籍。此外，受訓

學員在訓期間本局並不允許在訓練所

有任何政黨活動，至於個人是否參加

政黨活動，只要一切依國家法令規定

行事，不逾越紀律規範，均不加干

涉。 

二、律師、司法官、檢察官或其他各項法

律系畢業學生參加的考試合而成為單

項考試，固可避免法律系畢業生重複

報考情形，本屬良法美意。惟將調查

人員特考中之「法律實務組」單獨抽

離，似與用人機關申辦「特考」之基

本精神背離，且本局工作性質特殊，

尤著重其工作意願，建請仍維持現行

制度為宜。 

伊凡諾幹委員： 

我對於台灣的國家安全向來極為關心，請

問調查局為防制中國的滲透、破壞以及情

報蒐集，對於調查員有沒有實施特別的訓

練？ 

答： 

「掌理有關危害國家安全與違反國家利益

之調查、保防事項」是本局的法定任務，

而辦理國內安全調查、維護機密安全、防

制敵諜滲透，乃維護國家安全與利益之基

本工作項目。本局於辦理調查員養成教育

訓練時，就中共對我國之滲透、破壞以及

情報蒐集等事項，均安排有相關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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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茲以調查班第四十期訓練為例，安

排之國內安全調查工作、保防工作、國家

安全偵防工作、敵情研究工作等專業課

程，合計已達一百四十九小時；此外，尚

有實作推演、業務實習等，訓練分量頗

重，目標即係「為用而訓」、即學即用。 

吳委員茂雄： 

「不入虎穴焉得虎子」這句話被警察經常

作為運用臥底人員之理由，我想請問調查

局對於偵辦案件時是否同樣運用，假如有

的話是否有制度來防止弊害的發生？ 

答： 

「臥底偵查法」尚未立法通過，目前對於

任何利用臥底人員進行案件偵辦工作尚於

法無據。因此，本局並未運用臥底人員來

偵辦案件。 

周主任委員弘憲： 

調查局的訓練課程，我想他們安排的相當

妥當，不過有一些課程是所有考試錄取人

員必須安排的課程。例如行政中立的理論

與實務、依法行政的理論與實務，像這些

類似的課程，希望貴局能夠在下次訓練

時，能儘量將這些課程安排進去。有一些

課程我們認為是所有要從事公務人員的考

試錄取人員需要具有的知識。另外，剛才

戴副主任也有提到的法律課程聘請實務界

的人士來擔任，但是我們看講座的名單裡

面法律課程，尤其是有關實務的法律課程

方面，有很多都是已經脫離實務界非常

久，我們很擔心的是這樣的話，他的講授

是否會跟實務面脫節？這一部分是不是能

夠請貴局在辦理時斟酌一下。 

答： 

一、調查班第四十期訓練課程時數配當表

中將列入「行政中立實務」、「行政

程序法」、「政府再造與行政革新」

等與行政中立、依法行政相關之課

程。另參酌高普考初等考試基礎訓練

課程配當表，亦安排有「行政倫理與

實務」、「政府公關與行銷」、「政

府施政方針與國家發展願景」、「政

府組織職能與實務運作」、「知識經

濟概論」、「領導與管理」等課程，

以充實公務人員應具備之基本知能。 

二、調查班法律課程所聘請講座以目前仍

於實務界服務人士為主。至於極少數

講座雖已離開實務界，因能掌握實務

運作之變遷情形，隨時補充、更新其

授課內容，如刑事訴訟法講座前檢察

總長陳涵先生經驗豐富，對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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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究深入，學員反映良好，故仍予

續聘。另安排由本局資深在職人員擔

任講座之犯罪調查實務相關課程，講

授本局現行實務運作情形，兩相搭

配，使學員對刑事訴訟法之基礎理論

與實務運用均能充分認知，訓練效果

符合課程設計之目標。 

三、未來於調查班法律課程講座聘請方

面，將依周主委指示，以授課當時仍

於實務界服務人士為主。 

李所長嵩賢： 

我接著周主委的意見。剛才副主任報告這

裡講座的聘請情形，我要了解的是講座考

核情形是不是有一些規定？講座教學不

佳，怎樣去淘汰？這一些機制請說明一

下。 

答： 

本局對於師資之遴聘至為重視，完全以講

座學養及品德為遴聘依據，如法律及通識

課程，均延聘學識或實務經驗豐富、品德

足為表率者來所講授；專業課程由本局各

業務主管單位，遴派學驗俱優之同仁擔任

講座及助教；體育及技能課程則聘請學有

專精者擔任。每週課後均請學員填寫教學

反映意見調查表，確實瞭解教學效果，做

為講座聘請或教學意見之重要參考。 

劉委員興善： 

最近一期的英文讀者文摘報導法國的特別

制度，這個特別制度有點類似美國的特別

檢察官。一個歸化為法國的挪威人 Eva 

Joly，擔任特別檢察官後，使整個的法國

政府制度因之而受到重大的影響，她也因

而最有可能成為法國總統的候選人。由於

她的調查、起訴，使台灣也牽涉在內的拉

法葉艦案件擴及於法國國防部長、憲法法

院院長。她成為世界各國調查員的 role 

model（模範典型）。我建議調查局的訓

練課程中應開設這種介紹世界各國足以作

為調查員典範的制度。請專家花費一兩小

時的時間專門介紹，相信對於我們調查員

的培養，應該有所助益。 

答： 

將依委員意見聘請適合之講座，於調查班

養成教育及在職訓練期間安排相關課程，

以提昇調查人員之世界觀及使命感。 

劉部長初枝： 

院長、局長、各位長官，我所希望知道的

就是這一整年的訓練課程裡面，有沒有一

些課程就是拿實例來研討，就是用實例已

經發生過成功的案子，來讓學員學習、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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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破解與怎樣處理，再來綜合。我覺得

這種實務上的訓練可能比上課聽講更重

要，因為我們所有的學員都已經來自大學

畢業，所以他們在學業的課程可能都已經

有不錯的系統性培育，特別是在鑑識科學

方面，剛才所長報告中提到學員中化學鑑

識一位、醫學鑑識一位，類似這樣在專業

領域上只有一位的話，那上課的課程是不

是就會跟其他調查實務類有所不同？所以

是不是其他調查實務類的學員也需要上一

些類似鑑識方面的課程，也讓他們獲得有

一點這一方面的知識，將來才能夠配合？ 

答： 

一、調查班各項專業課程除課堂講授研討

外，並安排推演作業課程，提供實際

曾發生案例，由學員依各案例情形分

組模擬討論後提出報告，交換意見，

並由講座參酌實案處理方式進行綜合

指導。另安排偵查術科之實作課程，

以及十二週之兩階段外勤單位業務實

習，以提昇訓練成效，落實結訓分發

即可投入工作之訓練目標。 

二、本局人員之培養訓練，分為在職訓練

及養成教育二大類。在職訓練係以在

職調查人員為對象，依業務需要辦理

各項專精講習、精進教育及其他進修

課程。而養成教育則以調查人員特考

錄取人員為對象，施以一年之專業訓

練，及格後分發任用，其訓練內容包

括專業課程、技能課程、體育課程及

輔教課程，因係調查人員之基礎養成

教育，故學員不分組別，均受相同內

容訓練，其中於技能課程中安排有文

書鑑定、物理鑑定、毒品鑑定、化學

鑑定及法醫鑑定等課程。 

陳組長火生： 

我有一個關於射擊訓練的建議，提供局裡

參考。我認為槍法準不準固然很重要，什

麼時候該用槍什麼時候不該用槍，正確用

槍及時機的判斷更重要。我去參觀過警察

大學，他們有一個先進國家常採用的用槍

模擬情境的訓練，不必用真槍，用假槍彈

即可，受訓人員進到一個房間，裡面有一

個大的螢幕播放影片，隨著影片情節進

行，受訓人員必須判斷決定什麼時候該出

槍，什麼時候不該用槍，影片結束即測驗

完成，成績同時評定，顯示到底及不及

格。這個情境模擬軟體花費不多，應該可

以用來輔助真槍的訓練，讓調查員能夠進

到各種模擬情境，訓練正確掌握用槍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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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 

答： 

調查員執行公務時使用槍械首重安全，其

概念除保護自身安全外更包括合法用槍制

敵以遂行任務。因此，教導受訓學員正確

的用槍觀念、用槍之時機及射擊準度，一

向係本局射擊訓練教育之重點。中央警察

大學「世界警察博物館」中之電腦雷射安

全射擊系統，係模擬真槍射擊訓練之用，

經向廠商詢價，一套可供四人同時使用之

射擊訓練模擬機，售價約新台幣六百萬

元，將於未來經費許可時採購，以提昇調

查人員之射擊技能。 

蔡副秘書長良文： 

有三方面請教，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課程

設計的部分，在情治中立和行政中立方

面，貴局的規劃情形如何？另外，情治研

究工作這個部分跟局裡的定位，未來的定

位和設計是如何？課程的第三點就是在語

言訓練部分除了駐外以外，由於國內各族

群土語能力之要求與幹部愈來愈年輕化以

後對母語教學不是很重視之因素，未來在

工作指派與專業分工的部分如何因應？課

程的第四點關於加重經濟犯罪、洗錢工作

之課程不大可能在一年內完全來設計，未

來局裡如何來因應？再者就團隊工作與技

術部分，在課程部分是不是還可以再進一

步來強化，未來走向如何？至於通識課程

部分好像比較廣一點，有沒有做進一步評

估？第二部分師資的方面，建議基於在有

一些現行法案在研擬中，或草案已經完成

送立法院審議中，此屬各機關之政策方

向，所以，未來貴局是否可多請現任機關

的正副首長講授，尤其兩岸、財經或其他

重要政策的部分，未來的因應如何？第三

個部分即講座的考核和學員的考核情形，

能否讓我們進一步了解。 

答： 

一、本局是國家的司法調查機關，肩負著

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安定與保障

民眾權益的重責大任，全體同仁凜於

職責之重大，素以依法行政及民主法

治為依歸，恪守情治中立及行政中立

原則，戮力以赴，全力做好職掌內各

項工作。為使本局同仁確實認知並落

實情治中立與行政中立，日後辦理各

項在職訓練及調查班養成教育訓練

時，於既有開設之相關課程外，將再

加重情治中立及行政中立方面之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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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局定位為國家司法調查機關，依據

法定職掌執行公務，目前因上級機關

特交之調查保防事項日益繁重，故有

關組織條例、人力加強、專業分工等

事項正整體規劃研究中。而本局幹部

訓練所為訓練業務執行機關，有關語

言訓練及其他犯罪防制及偵辦工作等

方面之課程設計，均配合本局業務需

求調整因應，期使訓練課程內容符合

本局業務及同仁需要，達到訓用合一

之功效。 

三、關於加重經濟犯罪、洗錢工作之課程

方面，將研究於調查班訓練增加是類

課程時數，並配合業務需求持續辦理

相關在職訓練。另有關通識課程安排

方面，未來將參酌高普考初等考試基

礎訓練課程配當表，予以強化。 

四、調查班第四十期課程時數配當中，已

安排陸委會蔡主委英文、海基會許秘

書長惠祐等講授兩岸關係課程，未來

將續依蔡副秘書長指示，配合課程需

要，儘量安排現任機關正副首長講授

有關兩岸、財經及其他重要政策。 

五、有關講座聘請及學員考核辦理情形，

調查班訓練期間於每週課後均請學員

填寫教學反映意見調查表，確實瞭解

教學效果，做為講座聘請或教學意見

之重要參考；學員考核部份則依據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

查人員考試錄取受訓人員訓練實施要

點」第八點，訂定「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錄取受

訓人員品德素養輔導考核規定」及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

查人員考試錄取受訓人員獎懲規

定」，陳報 大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核備後實施。另依該「獎懲

規定」第十五點，訂定「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錄

取受訓人員品德素養考核成績加減

分」具體標準，俾資遵循並實施考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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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暨所屬機關參訪中央警察大

學簡報及座談會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二月十九日（星

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  點：桃園縣龜山鄉中央警察大學 

研究大樓小講堂 

參加人員： 

中央警察大學（含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內政部

警政署、消防署）： 

駱副校長宜安 

莊主任秘書德森 

李教務長貞吉 

黃學務長富源 

范總務長國勇等 

考試院暨

所屬機關： 

伊凡諾幹委員 

吳委員茂雄 

李委員慶雄 

邱委員聰智 

徐委員正光 

郭委員光雄 

陳委員茂雄 

劉委員武哲 

蔡委員式淵 

劉部長初枝 

吳部長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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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主任委員弘憲 

朱秘書長武獻 

張次長國龍 

饒次長奇明 

鄭副主任委員吉男等 

 

主持人：
蔡校長德輝

姚院長嘉文 紀錄：楊文振 
 

壹、蔡校長德輝致歡迎詞，並介紹該校

與會主管人員 

貳、姚院長嘉文致詞： 

中央警察大學設立的世界警察博物

館，是世界上第一座警察博物館，值得一

看。館內蒐集陳列各國警察文物史料，包

括各國警察服飾、階級配件、臂章、勤務

活動、工作信條、出版文物等。中央警官

學校於民國八十四年十二月改制為中央警

察大學，其實應正名為中央警政大學，如

此含蓋範圍較廣，除了治安還有國家安全

等事項，而不單單只是警察人員的訓練學

校。警察制度方面，考試院有兩項重點工

作，一為舉辦警察特考，考選出優秀的警

察人才；一為警察人事制度，與地方政府

相結合，例如警察局長的調派，都必須獲

得地方政府首長同意後才任用。 

叁、簡報：（詳書面資料） 

一、前言 

（一）建校沿革 

（二）教育宗旨 

（三）教育內涵 

二、員額配置 

（一）組織架構 

（二）師生員額 

三、業務推動 

（一）各類教育 

（二）重要業務 

（三）未來工作重點 

（四）結論 

肆、座談及意見交換： 

一、消防系陳主任金蓮： 

考試院舉辦國家考試為國舉才，值得

肯定，建議將警察特考或消防設備師考試

之專業科目測驗題式改採申論題。 

二、國境系謝主任立功： 

考試院為國舉才，必須講求教、考、

訓、用相互配合，而警察特考必須符合警

察實務需要，例如為了抓走私，必須加考

懲治走私條例；又由於發生阿瑪斯號輪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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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問題，必須加考海洋污染防治法等。 

三、黃學務長富源： 

建議警察特考增加術科考試，例如柔

道必須達到初段，射擊達到二等水準。 

四、劉部長初枝： 

（一）警專學校去年畢業生有三百多人參加

國家考試，其中有一百多人未能通過

警察特考，顯然教與考未能配合。未

來將研究警察特考以分試考試辦理，

第一試結合入學考試，第二試結合畢

業考試，如此較能符合需要。 

（二）至於是否考術科，首先應研究何種技

能為核心能力，其次應確定技能之等

級。例如書記官考試規定訓練期滿之

前，必須具有電腦繕打中文的能力證

明，始能及格。 

（三）一般而言，好的測驗題可考出應考人

的應變力、思考能力，至於是否申論

題較測驗題有鑑別力，可以研究。請

貴校能就警察特考的考試科目、考試

方式、考試範圍等，提出書面建議。 

五、呂司長理正： 

（一）目前警察特考是以申論題為主，測驗

題為輔，考測驗題除憲法與警察法規

外，其餘科目大部分都是申論題。 

（二）考試科目於今年一月修正已納入台灣

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等法

規。 

（三）警察特考仍屬公開競爭考試，至於是

否列考術科，有待研究，尤其是一般

考生取得射擊能力證明是相當不易。

因此術科的能力，宜在考試及格之後

於訓練中要求，於期達到一定水準後

才予分發。 

六、行政系章主任光明： 

考試方式必須能考出好的人才，一般

而言，執行面是以測驗題式，考出他的執

法、執行能力；管理面是以申論題式，考

出他的管理能力、思考能力。因此，命題

方式到底是採測驗式或申論式，應朝這個

方向思考。 

七、法律系翁主任玉榮： 

警察特考具有專考專用的特性，基於

考試取向，特考的科目，往往影響教學，

所以希望特考科目，不要與警察實務需要

脫節。此外，警察特考必須重視術科與體

能，否則專業科目再好，特考及格卻連跑

都跑不動，如何訓練他的術科。 

八、駱副校長宜安： 

警察的工作與一般公務人員不同，警

134 



考銓季刊 

大招生來自於高中畢業生，這些同學較易

塑造，而大學畢業後再來警大，塑造不

易，所以警察人員應與一般行政人員有所

區隔，例如鑑識人員、資訊人員等，即可

以一般公務人員任用。 

九、黃學務長富源： 

警察特考拔擢人才，必須兼顧體能與

術科，除了做好治安工作，也能保護自

己。 

十、圖書館葉館長毓蘭： 

本校招考進來的學生很優秀，通過警

察特考之後，希望仍能定期鑑定其能力，

以維持執行警察工作之能力，面對治安挑

戰。 

十一、警政署林組長世當： 

警大是警察幹部的搖籃，目前各級政

府都有警大畢業生，因為他們具有責任感

與榮譽感。建議警察升官等考試命題上，

能增加申論題。 

十二、消防署高組長賢松： 

目前消防人員來自於警大、警專畢業

生，他們無論是服從性、專業性、還是體

能方面，本署都很滿意，但為因應未來消

防需要，消防人才除具備專業知識與技能

外，還必須講求「體能與游泳」二項。 

十三、海岸巡防署潘主任隆徹： 

本署於民國八十九年二月一日成立，

感謝考試院協助解決人員的任用問題。建

議警察特考的水上警察類科，增加術科

「游泳」項目。 

十四、劉委員武哲： 

警大招生很少，學校如此小，未悉如

何經營？我認為警大招生必須比實際警力

需要人數多，理想的招生人數是三倍計，

多招一些學生，將來通過警察特考只有百

分之三十才對，而不是百分之一百考取。 

十五、陳委員茂雄： 

國家考試不能像私人公司之取才，私

人公司只要老闆點頭就可進用，而考試院

的老闆是二千三百萬人民，國家考試必須

做到公平、客觀之基本原則，往往通過國

家考試，只是具有知識，卻沒有常識，警

察人員最需要常識，但要考試院考他們常

識，有困難。因此要警察人員多具備一些

常識與專長，必須從學校教學中去達成。 

十六、李委員慶雄： 

警察人員的術科，有時比學科還重

要，我們不能忽視警察工作的特殊性，所

以本人認為警察特考只要遵守公平、公開

的原則，在考試規則或應考資格上給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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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設定條件，應不違憲。 

十七、蔡委員式淵： 

警察人力的來源，宜多樣性，才能產

生良性競爭，以及增進調整能力、創新能

力，所以警察特考應考資格是否要設限，

值得研究，如實務上沒問題，就不要設

限。此外，考試方式測驗題較能測出考生

各種能力，但命題困難，至於申論題的閱

卷標準，難以建立。 

十八、伊凡諾幹委員： 

懇請  貴校在辦理各項招生考試時

（如大學部四年制各學系及二年制技術學

系等養成教育、碩博士班等深造教育、警

佐班等在職進修教育），能儘量增加或擴

大原住民之錄取名額，甚至研究評估成立

專班之可行性。 

十九、吳委員茂雄： 

（一）建議警大加開警察倫理學課程，將來

畢業為國服務，能治國也能治家。 

（二）建議警大對於警察人才的培訓，多加

研究，也可提供內政部做為改進警政

之參考。 

二十、郭委員光雄： 

一般情形，專業知識主要來自於學

校，常識則來自於日常生活中，所以要多

鼓勵警察進修，警大除四年制大學部對外

招生外，應多從體制內招考人才，例如二

技班可多招一些，給基層員警上進的機

會。 

二一、吳部長容明： 

（一）姚院長對警察人員等階的調整，非常

重視，目前銓敘部與內政部已著手進

行研商，將先就刑事偵查人員、刑事

鑑識人員之等階調整，研究處理。 

（二）這次桃園縣警察人員爆發電玩包庇

案，媒體說是周人蔘案的翻版，如報

導屬實，則何以警察人員在學校教育

時好好的，畢業後為民褓姆，警察風

紀就變差了，似值得專案深入研究，

並提出具體可行改進措施，以強化民

眾對警政的信賴感。 

二二、周主任委員弘憲： 

根據保訓會保障案件的統計，警察的

再申訴案、再復審案，比一般公務人員

多，是否警官在領導上發生問題，建議警

大在學校教育的領導統御、倫理方面多加

強。 

二三、蔡校長德輝： 

（一）本校招生的人數，是依據實務上的需

要來招生，目前全校學生人數為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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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參觀柔道訓練、射擊訓練、世界警

察博物館。 

八七人，平均每年招收四、五百名學

生，而今年的公務預算約為九億六千

萬元。 
陸、散會（下午二時） 

（二）警大招生考試科目方面，雖然警察工

作有其特殊性，但是仍保持多元化，

不可封閉，希望各方人才來考，考上

之後培養其對警察工作的熱忱與奉獻

精神。 

 

 

 

 

 

 （三）目前大學部原住民學生共有十二位，

平均每年錄取三位原住民學生，但二

技班目前沒有原住民，以後我們會多

加留意。 

 

 

 

（四）倫理學課程方面，本校一向非常重

視，例如學校實施的學長學弟制，還

有本校湖水中養有一對黑天鵝，牠們

是厲行一夫一妻制的動物，值得我們

人類省思。 

（五）將來警察制度上，是否如同醫院，分

為穿制服的醫師及一般行政人員，也

劃分為穿制服的警察及一般行政公務

人員，似值得研究。 
 

（六）為保持警察人力的多樣化，警大研究

所歡迎其他各校學生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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