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院第 13 屆第 88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出席者：黃榮村 周弘憲 姚立德 周蓮香 陳錦生 吳新興
伊萬•納威 何怡澄 王秀紅 楊雅惠 陳慈陽
許舒翔 周志宏 郝培芝
列席者：劉建忻
呂建德
主 席：黃榮村
秘書長：劉建忻

袁自玉
張秋元

李隆盛

曾慧敏

朱楠賢

林文燦

紀 錄：卞亞珍

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 87 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一）第 85 次會議，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薦任升官
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等 4 種法規修正草案一案，經決
議：「照部擬及院一組意見通過。」紀錄在卷。業於中華
民國 111 年 5 月 16 日函請立法院查照，另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二）第 85 次會議，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規則第 3 條
附表修正草案一案，經決議：「照部擬及院一組意見通過
。」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16 日函請立法
院查照，另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三、書面報告
（一）總統民國 111 年 5 月 18 日令公布廢止行政院新聞局組織
條例，以及該局駐外新聞機構組織通則等二案，報請查照。
決定：洽悉。
（二）考選部函陳 111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
、領隊人員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一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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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查照。
周委員蓮香：1.有關 111 年導遊領隊人員考試，除外語導遊人
員第二試口試在本周末舉行外，均已辦理完竣。自今年 2 月
9 日召開典試委員會第 1 次會議，3 月 12 日至 13 日在臺北
等 12 考區進行筆試，4 月 26 日完成榜示作業，相關典試及
試務工作時程快速且順利，在此感謝各分區典試委員及試
務工作同仁的辛勞。2.本次考試報考人數 13,354 人，全程
到考 11,229 人，到考率 84.09%，相較 101 年導遊領隊人員
報名人數 118,871 人，本年報考人數確實減少許多。3.有關
試題疑義部分，1,870 題測驗題，應考人提出試題疑義者計
66 題(占 3.53%)，更正答案僅 3 題(占 0.16%)，整體而言，
試題正確率極高，品質相當良好。4.及格率部分，導遊、領
隊人員及格率均約 4 成，普遍高於其他專技人員考試，惟華
語領隊人員及格率 28%，與外語領隊人員 49%相較，低 21%
；華語導遊人員及格率 38%，相較外語導遊人員 52%，低 14%
，顯示華語人員程度較外語人員似有所差異。此外，外語導
遊人員筆試及格率 52%極高，惟各語別差異頗大，如越南語
導遊人員報考 93 人，到考 75 人，只有 6 人通過筆試，及
格率僅 8%，倘因此導致該語別導遊人員供不應求，建議未
來交通部觀光局及相關協會可加強輔導該語別人員應試。
5.各性別及格率部分，外語人員部分男女性及格率較無明
顯差異，惟華語人員部分則男性及格率高於女性約 10%。以
上說明，提供院會參酌。
許部長舒翔補充報告：對周委員蓮香意見加以說明（略）
。
決定：准予核備。
四、本院秘書長工作報告(劉秘書長建忻報告)：國家考試及格證
書數位化辦理情形
陳委員錦生：1.過去國家考試紙本及格證書附有及格人員照片
，現行紙本證書則不再隨附照片，相關規定係何時更改？請
補充說明。2.近年來已有多所大專院校使用區塊鍊技術核發
畢業證書，且目前區塊鍊技術多屬私人公司所擁有，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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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待查證，惟因本院發給之及格證書較不涉及國外學歷認證
等問題，且政府機關使用數位簽章技術由來已久，相關技術
與安全性應已成熟，個人認為國家考試數位及格證書採用數
位簽章技術核發便已足夠。3.依報告資料所示，考試及格證
書數位化，預計將於今(111)年 8 月開始試辦，112 年起全
面發行。過去已製發惟未經請領之證書將如何處理？是否需
重新數位化製發與掃描建檔？4.未來考試及格證書由現階
段紙本印製發送，轉為數位發行，勢將引進數位服務與技術
，現有人員是否進行相關訓練？抑或有重新招考之必要？
倘需酌增人力與維護成本，相關經費來源為何？請補充說明。
姚委員立德：1.依報告所示，本院證書數位化後，仍將配合考
試暨訓練及(合)格人員需求，得依其申請提供核發紙本證書
。考量現行部分考試仍有核發紙本證書需求，如部分專技人
員依其商業需求，須將證書懸掛於執行業務處所明顯處，建
議本院持續提供紙本證書核發服務，俾期妥適。2.未來證書
數位化後，相關申請及驗證等作業須 24 小時持續服務，倘
以即將舉行的護理師考試為例，因其應考人數眾多，為利渠
等能迅速投入職場，預料網站將在短期間湧入大量證書申請
，因此建請注意系統維運及網站流量負荷，須維持適當頻寬
以確保持續服務，未來常態性維運建議可由專責小組負責辦
理。3.為推廣電子證(明)書使用，現行規劃暫免徵電子證(
明)書規費，惟未來電子證書發證、驗證功能均需持續提供
服務，建議考量合理收費，以應相關維運之軟硬體及網路頻
寬等成本。
王委員秀紅：1.個人高度肯定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數位化政策，
不僅民眾受益，也可提升政府施政效能。數位化相關作業程
序與專業把關機制，相信在本院與考選部長年辦理國家考試
的專業經驗下，定能有妥善之安排。2.以醫事人員護理師考
試及格證書之製發，以及護理師證書之取得為例，本院及考
選部積極改善作業方式、縮短醫事人力甄補期程，即為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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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例。護理師考試與一般公務人員考試不同，除需有考試
院發給的考試及格證書外，尚須衛福部發給護理師證書，並
經縣市衛生局的執業登記程序，方能擔任護理師。有關護理
師取得證書與其執業的流程，早期從考試至放榜，再到進入
職場之執業登記，約需花 6 個月的時間，近年來已大幅改善
。目前在考試放榜後，考選部便將及格資料提供本院製作及
格證書，同時亦將相關資訊發函衛福部，以加速該部核發護
理師證書作業流程，目前已縮短為 2 個月，效率備受外界肯
定。3.未來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改以數位化發行，相信上開流
程定能更加縮短，尤其能加快及格人員資料的匯送與勾稽，
使醫療人力的補充更為迅速。同時，鑑於本院與考選部不斷
精進考選業務，相信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數位化，定能妥善辦
理，進而提升民眾對國家考試的滿意度。4.在當代政府執政
持續轉向數位化的時代，針對醫事人員人力資源管理，建議
可透過教考訓用各端的連結，共同建構醫事人力資料庫，此
亦為世界衛生組織對其會員國的計畫與要求，希望各會員國
都能建立健康人力資料庫。顯然人力資源管理已朝數位化轉
型與發展，或可將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數位化視為建構醫事人
力資料庫的一環，個人期許藉此逐步推展至更高層次的國家
人力資源管理，以符應本院作為國家人力資源部門之願景與
自我期許。
何委員怡澄：電子證書下載將提供自然人憑證、健保卡或臺灣
行動身分識別機制(TW FidO)等 3 種身分認證機制，考量現
行部分專技考試尚有外國人應考，如外語導遊領隊人員考試
等，部分醫事人員考試亦開放外國人應試，該等外國應考人
下載電子證書之身分認證機制為何？請說明。
伊萬•納威委員：1.數位政府與數位治理乃是國人對當代政府
的基本要求，亦為政府從事數位公共服務的重要目標。2015
年聯合國訂定國家永續發展的目標之一，希望在 2030 年透
過數位化「消除貧窮」
，和「不遺漏任何人」
，促使人民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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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自身潛力，並將之視為政府的基本責任與公共服務的終極
目標。2.據個人了解，區塊鍊技術已為許多國家採用，具有
高度安全、不易竄改、去中心化等特性，可藉以傳遞相關重
要資訊。就數位使用的觀點而言，本院推動國家考試及格證
書數位化，目前規劃介接國發會 My Data，以及自然人憑證
、健保卡、TW FidO 等系統串連，作為身分驗證與證書發行
的基本架構。以個人使用經驗為例，My Data 平臺之登入與
操作，需要自然人憑證，雖可透過手機操作，惟帳號開通仍
須透過電腦認證，因此在設備上仍需備妥讀卡機才能登入。
這些過程，無形中增加許多設備門檻，對於經濟弱勢或數位
資源不足的地區，特別是原鄉或偏鄉，恐將加大數位落差情
形，因此在推動相關工作時，建議仍應考量城鄉差距與數位
落差，思考如何簡化流程，以避免系統操作不順暢所引發的
潛在問題。3.書面資料第 7 頁，有關本院推動國家考試及格
證書數位化之緣起，係為解決部分舊有未領取證書的管理問
題，預計在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數位化後，將上開舊有未領取
之紙本證書予以銷毀。惟就文獻史料的觀點而言，舊有紙本
證書或可作為早期史料展示之用，以顯示國家考試的發展歷
程，活化資料效能，建議研議以適當空間存放之可行性。4.
現階段規劃暫免徵電子證書規費，以鼓勵及格人員申請，推
廣數位證書。有關規費之減免，依規費法第 11 條、第 12 條
均給予機關彈性空間。目前國家考試包含公務人員考試與專
技人員考試，都有針對身心障礙、低收入戶以及原住民族身
分提供報名費減免與免徵規費等優惠措施，未來電子化證書
規費減免，建議可普及於一般國民。另外，因暫時免徵規費
，相關規費的短收會否影響業務運作？請補充說明。
楊委員雅惠：1.支持並肯定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數位化政策，電
子證書真偽係透過系統快速驗證，以現今電腦技術發達，相
關驗證機制或仍有未盡周全之處，建議全面推廣電子證書時
多予觀察，以防堵偽造弊端。2.現行國家考試紙本及格證書
除身心障礙等特殊身分免徵證書費外，其餘各種證書及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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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每張收費 500 元。目前電子證書規劃暫免徵規費，考量使
用電子證書涉及城鄉數位落差等衡平性問題，且基於使用者
付費，個人贊同考慮適度收取電子證書規費之可行性，倘若
收取費用則可酌低，不必考量發證及維運成本之打平，至於
收費必要性及技術可行性，建請審慎研究。
吳委員新興：1.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數位化是大勢所趨，國家整
體運作朝科技數位化方向前進，因此，以數位化核發證書是
正確方向。2.依簡報所示，傳統人工作業發給證書的方式不
因實施電子證書而驟然停辦，有一段過渡期，立意良善，建
議規劃適度的過渡期，讓新舊兩制併行，或可減少城鄉數位
落差的問題。3.本院為推廣電子證(明)書使用，將自 111 年
8 月 1 日起，於一定期間暫免徵電子證(明)書規費，期滿再
行檢討。未來倘電子證書收費，恐面臨民眾抱怨的問題。考
量建置電子證書服務平臺及系統維護，所需經費頗鉅，有關
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收費與否，建議應審慎評估，若決定不收
費，日後就不需再恢復收費，減少民怨。4.近年來各種偽造
文件頻傳，有關本院證書數位化之防偽、查驗等作業，應已
做好萬全準備，惟再次籲請主政單位審慎注意，避免日後因
駭客竄改偽造，致打亂本院推動數位化的理想目標。
劉秘書長建忻、蘇參事兼組長秋遠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
以說明（略）。
院長意見：公務機關以服務人民為目的，本院各項措施應朝簡
政便民、友善使用的方向規劃辦理，至於證書收費問題，亦
宜在此架構下處理。
決定：洽悉。
五、臨時報告
考選部報告(許部長舒翔報告)：6 月舉行之國家考試防疫措
施研議情形
吳委員新興：部為因應疫情發展，滾動式調整國家考試防疫措
施，已發展出一套標準作業程序，作法完善。惟依個人在外
縣市考場實地觀察，參與試務工作的學校對於防疫措施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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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嚴不一之落差情形，建議部加強宣導，請其強化相關防疫
措施，俾期周妥。
院長意見：有關國家考試陪考問題，應以不陪考為原則，倘有
陪考之特殊需要，則採申請制的方式辦理。至於入闈工作人
員仍應進行 PCR 檢測，以期周全。
姚委員立德：倘應考人於應試期間下課時自行快篩結果為陽性
反應時，該應考人應試之教室內其他應考人將如何處置？
許部長舒翔補充報告：對院長及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略）
。
決定：洽悉。
貳、討論事項
一、本院會計室案陳本院暨所屬各部會 112 年度概算編列情形
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二、考選部函請舉辦 1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
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
一案，請討論。
決議：1.照案通過，並循例由院長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
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參、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
試暨普通考試第 2 次增聘典試委員 1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二、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1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會計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民間之公證人考試典
試委員 40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散會：11 時
主 席

黃

榮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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