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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系列 

認識與準備國家考試 
 

時間：105年 03 月 22 日 1830~2030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講者：考選部高普考試司副司長 黃立賢先生 

 

    本學期第四場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有鑑於準備國家考試的人數不

少，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特地邀請考選部高普考試司副司長黃立賢，來為成

大學子們分享有關於國家考試的資訊。 

    講座由生涯組陳孟莉組長致詞，「根據成大畢業生意向調查顯示，生涯選擇

包括升學、就業、服役、考試等，其中準備考試的人，大學部佔 4.73%、碩士

班佔 2.12%、博士班則無，而報考公務人員的人佔了準備考試的 54.74%，因此

請來黃副司長讓各位同學認識國家考試，並分享準

備國家考試的技巧，相信今晚大家會不虛此行」，現

場同學滿座，響起如雷掌聲歡迎黃副司長。 

職涯規劃－決定自己的人生 

    報考國家考試是一種生涯的選擇，並不希望大

家盲目報考國家考試，而是要去了解國家考試的類

型，以及它的工作型態為何，適不適合你的個性，這樣對於你準備國家考試會

比較有目標。有計畫的公職考試規劃，將擁有一份優質的工作；而有計畫的專

技考試規劃，將擁有一張令人羨慕的證照。 

    在這裡跟各位同學總結公職考試目的與整體優勢，擔任公務人員是一個好

的選擇，第一個是社會價值－能夠服務人群、實現自我；第二個為職業穩定－

政府機關結構健全，環境安全又單純，人事的升遷也井然有序；第三個是薪資

合理－初、中級的職位初任薪資比民間來得高；第四個是福利完善－提供多項

津貼福利措施、退休撫卹制度完備，最後一個是重視學習成長－鼓勵終生學習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Career Consultant 
Division 

進修，提供各種訓練機會。但是它的劣勢在於，法令彈性較小、層級影響效

率、從旁監督者眾、觸法加重刑責、待遇缺乏彈性、福利逐漸褪色。 

    而專技考試及格的優勢是，專技人員擁有專屬的執業範圍，可為國民社會

服務，擁有專業地位、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執業生涯可延續 40年以上或終

生。劣勢方面，容易受產業變動及景氣影響而遭致減薪、裁員、資遣，自行開

業也有風險，需儲備足夠積蓄以養老。由於今天主題偏向公務人員考試，所以

底下就不會多談專技人員考試。 

     在這邊告訴各位同學，103 年度公務人員考試錄取率 6.77%、成大同學錄

取率 17.11%；104 年度公務人員考試錄取率 8.39%、成大同學錄取率 20.57%。

明顯看出成大同學表現優異，請大家好好準備，上榜機率就會比一般人高。我

希望如果各位同學是有志於投入公職的話，畢業就可以開始投入到公部門的工

作，假如你等到約三十幾歲才投入公職的話，升遷的速度將會受到影響。 

認識國家考試的種類 

    現行的公務人員考試分成了高等考試（一、二、三級考試）、普通考試、初

等考試、特種考試，黃副司長說明了它們之間各有不同的薪資待遇、考試項目

與資格、各項考試的內容及轉調年數。 

    高、普、初等考試居主流地位，每年定期舉辦，類科眾多，僅特殊類科有

體格檢查要求。及格人員於服務三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

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首先是高考一級考試，學歷要求博士，及格者取得薦任第九職等的任用資

格，每月薪資約 58,200 元。再來是高考二級，學歷要求碩士，及格者取得薦任

第七職等的任用資格，考上之後是科員或專員，每月薪資約 49,145 元。而高考

三級則是大專院校畢業或普考相當類科及格滿 3 年者，每月薪資約 46,225 元，

及格者取得薦任第六職等的任用資格。各位不要看現在似乎名額很少，用人機

關常會有缺額，最後通常是會增額錄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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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普考，只要高中以上學校畢業或初等考試及格滿三年者就可以應

考，及格者取得委任第三職等的任用資格，每月薪資約 36,275 元，它的應試科

目比高考三級少考兩科，普通科目與高考三級相同，但難易度有區別，而專業

科目則有四科。 

    而初等考試只要十八歲之後就可以報考，及格者取得委任第一職等的任用

資格，每月薪資約 29,345 元，它的應試科目是普通科目兩科、專業科目兩科，

初等考試的缺額變少是因為最近有一些缺額是在地方特考。 

    接下來是特種考試，為因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基於憲法對特定族群之

特別照顧或保障、因應地方機關之特殊需

要不定期舉辦，類科較少，且部分類科有

年齡、體格、性別限制。如地方政府公務

人員考試、身心障礙特考、原住民族特

考、關務人員考試等。及格人員於服務六

年內，不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機關及

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

職。 

    特別介紹一下地方特考，分十五個考區，必須在考試前決定報考的錄取分

發區，並且錄取後必須在當地服務，而考試也是在當地進行考試，並且基於考

試公平性，會讓每個地方的及格分數都一樣，地方特考必須要等六年才能轉

調。在此建議各位同學，高普考可和地方特考同時報考，這樣準備一次就能有

兩個挑戰機會。 

國家考試發展趨勢與新措施 

1.彈性多元考試：公務人員考試除筆試外，視考試性質，研議採行多元評量方

式，分試或分階段考試。 

2.專技擴大實施電腦化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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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分科目採行複選題，如 105 年初等考試、鐵路人員佐級考試、司法官、律

師考試(第一試)、司法人員五等考試、會計師考試、地方特考五等考試等 6

項考試部分科目採複選題題型。 

4.實施閱覽試卷新制：應考人得於榜示後申請閱覽其試卷，預定自本年公務人

員高考一二級考試開始實施。 

5.報名及申請案件得採電子送達方式：國家考試報名及申請案件之補正等通

知、複查成績、閱覽試卷之處理結果，得以電傳文件、傳真、簡訊、電子郵

件及其他電子文件方式通知應考人。但報名退件及申請案件否准或變更原評

定成績之處分，仍維持以掛號郵遞方式通知。 

6.國家考試注重人權與照顧弱勢 

(1)增列正額錄取人員因養育 3 足歲以下子女、子女重症事由，亦得申請保留錄

取資格，期限分別不得逾 3年、2年。 

(2) 懷孕或生產前後無法參加體能測驗者，得保留筆試成績並於下次行參加相

同考試類科之體能測驗，以保護母性，並符兩公約精神。 

(3)報名費減少之適用對象除原列身心障礙、原住民族之應考人，另增加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之應考人，以照顧經濟弱勢，彰顯社會正

義。 

如何取得考試資訊 

    考試日期、查榜、考試題答、考選法規及考試統計等資訊，可以到考選部

全球資訊網查詢 http://www.moex.gov.tw/，又快又正確。建議可以觀看「應

考人專區」的考試資訊、各考區旅館住宿優惠資訊、榜首經驗分享。 

    也可以訂閱考選部電子報、購買或下載考試報名簡章，或加入「我的 E 政

府－民眾 e 管家」會員，並訂閱國家考試網路報名訊息通知服務、或撥打考選

部公共服務中心專線〈02〉22369188轉 3256。 

    國家考試程序如下： 

http://www.moex.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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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得考試資訊：考試期日計畫(前 1 年 8 月公布)、考試公告(考前 2、3 個月

公布)。 

2.取得簡章：免費網路下載、現場購買或函購。 

3.報名：網路或紙本報名後備軍人、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收入戶、特殊境

遇家庭報名公務人員考試費用減半。 

4.考試：入場證、查看試場、備妥合格電子計算器、應試、提出試題疑義、口

試。 

5.放榜：放榜、查榜、成績及結果通知書、複查成績。 

6.錄取分發：選填志願、分發。申請保留錄取資格。 

7.接受訓練：基礎訓練(保訓會)、實務訓練(用人機關)。 

8.核發證書：訓練成績及格，核發考試及格證書，完成考試程序正式任用。 

    在這邊補充一下，國家考試得視用人關需求與考試成績增額錄取，列入候

用名冊，一年內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分發。增額錄取者於下次相同考試榜示

前仍未分發則喪失資格（實際案例不多）。正額人員除特殊原因外可以保留資

格，例如攻讀碩士與博士、育嬰與照顧子女，但增額人員僅得以服役因素申請

保留資格。 

如何選擇報考類科 

    由於國家考試種類繁雜，因此如何選擇報考類科很關鍵，除了本身實力，

可以考慮下列幾點：第一個是了解職務

之工作性質及內容，第二個是否符合性

向及興趣，將工作與興趣互相結合，若

與就讀的系所不相同的話，在校期間可

以旁聽，第三個是應試科目的種類，第

四個是報考人數及錄取率，其中若有興

趣的話，在職場的表現相對來說會較

好，在升遷的部分也會較為順利，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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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未來的發展性，升遷上的快速與否、工作安全性、工作待遇等等，第六個

是職務類科需具備之應考資格。 

    而在報考策略上，可以報考同一考試之相近類科，忌諱每年報考不同之類

科，這樣會讓你在準備上分心，無法全心全意的去衝刺該科，可以報考不同考

試之相同類科，如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與地方政府特考同年報考，能夠多一次挑

戰機會。在這邊跟各位同學說，進到公部門是個開始，但是最後會走到哪條路

也很難說，端看個人的修行，每個單位都有可以貢獻和發揮的地方，進而實現

自己的抱負。 

如何準備國家考試－金榜題名秘笈 

一、堅定考試志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報考國家考試應具強烈的企圖

心，儘早選擇並決定報考類科，俾能充分準備。 

二、培養讀書樂趣：設法轉變心態，為興趣與充實自己而讀書，讓讀書變成學

習新知，成為樂趣，而非痛苦，如此方能養成讀書的習慣。 

三、講求讀書效率： 

（一）蒐集考試（共同與專業科目）相關資料途徑 

   1.考選部網站查閱命題大綱、參考書目、考古題  

   2.大學或研究所教科書、講義 

   3.各大學課程網站授課簡報投影片資料 

   4.坊間考試用書（共同科目可採用） 

   5.補習班教材、講義、函授資料  

   6.圖書館相關資料、期刊、論文 

   7.業務主管機關及國內外相關網站 

   8.其他，如善用網路、學長姊筆記、前輩所留相關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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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科選擇適合自己的教材一至二本為主，再輔以相關書作，確定所選擇

教材資料為最新 

（三）擬訂適合自己的讀書計畫並落實執行 

  1.依據對科目之熟悉程度，分析自身的強項與弱項 

  2.決定各科目研讀的優先順序  

  3. 依據需研讀之資料量、科目配分比重、可準備之時間長短，分配各科目研

讀的時間 

  4. 安排每日讀書時間表，善用零星時間  

  5. 規劃預定進度表，預留複習時間 

  6. 照表操課隨時檢查功課進度，遇有落後加緊趕上 

（四）掌握讀書最重要三件事：專心、理解、記憶 

專心：準備過程中心無旁鹜，專心一志朝自己定下的計畫及目標逐步實現；養

成在固定時段、固定適當場所讀書的習慣；要手到、眼到、心到、口到，才會

知道；在上課時應專心了解老師上課內容（往往老師上課內容就是國考的答

案。） 

理解：讀書要求「甚」解（完全理解內容）應融會貫通，用心思考；國家考試

試題多元靈活且重時事，光靠記憶與背誦難以獲得高分。  

記憶：整理屬於自己的筆記，摘錄各科目大綱架構、主要重點（一張 A4）、標

題化，分析、歸納、系統整理出條理；利用關鍵字和樹狀圖，協助記憶、理

解，方便複習。 

（五）掌握各科目準備重點及推薦參考書籍，可查詢考選部網站國家考試宣導

各類科榜首心得。 

（六）留意時事議題，預擬解決方法或對策－從新聞報導、期刊、相關議題網

站掌握社會關注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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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配合讀書進度勤做考古題，分析整理掌握各科命題趨勢與重點，補足自

己待加強之處，並練習控制作答時間。 

（八）與相同志向考友相互討論，合作讀書並組成讀書會。 

四、規律生活習慣：充分的睡眠、適度休閒與運動，培養體力，維持心情平

穩；調整生活作息，面對考試，需要充沛的體力與思路清楚的腦力來應付。 

五、考前放鬆心情：放輕鬆做好上考場準備，瞭解試場規則，備妥考選部核定

公告之電子計算器，避免因違規而遭致扣分。 

六、筆試當天準備：穿著舒適的衣著、帶手錶、提早到達試場，考試時宜積

極、冷靜沉著。 

七、筆試答題技巧：仔細閱讀、冷靜答題、依指示做答。 

（一）先閱全卷掌握全貌 

試題發下來後不要急於作答，先初步閱覽全卷，並在試題或試卷草稿上把答案

以重點或大綱方式稍微簡列，以防正式答題時漏失關鍵內容，申論試題依配分

比例分配每題所花作答時間及答題篇幅。 

（二）預設答題篇幅 

新手常偏費時間在某些特定題目，會寫的寫很多，不會寫的著墨甚少，答案內

容長短失衡，以致於最後總成績慘不忍睹。四題申論題兩小時最多能寫三千兩

百字，篇幅要平均，一題約八百字，大概是一頁半到兩頁。因此在考試開始後

可先估計每題答題的行數做個小記號（交卷前擦拭乾淨）提醒，將可避免跳面

書寫問題。正式答題時題號要標示清楚，整份答案卷才能賞心悅目。 

（三）答題策略 

申論題：題目很大，應抓重點，提綱挈領，先拿基本分，再深入探討；題目很

小，應旁徵博引。題目簡單時，論述要比別人更精闢，搶高分。會的先做，不

會的則先留下答題空間。不會的題目要盡量想，從題意上思考有沒有相關知識

可以用上，不要空白，空白等於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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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題：掌握關鍵字如「最」好、大、少，「絕對詞」如全部、總是、決不、完

全、必須、整個，不會時可使用消去法猜猜看。全部寫完反覆檢查有無遺漏，

盡力到最後一分鐘。 

（四）重視答題包裝 

申論題答題方式採條列分層的表達較具系統、邏輯性，必須要做到學術化、標

題化、整合化，能讓閱卷委員一目了然，看出功力所在（將心比心，顧客導

向）。作文要做到能夠順暢的起、承、轉、合，並且可以引經據典、寫個恰如其

分的小故事，也能用個人想法做個小結。 

（五）字體要工整 

字體不好看不需過於擔心，平時練習手寫，儘量書寫端正、工整即可。 

（六）堅持考完每一科目：每科考畢後，心情歸零，不需要與別人對答案，以

免影響下節考試。堅持考完每一科目，絕不可輕言放棄，能上榜一定是屬於堅

持到最後的人。 

八、預試增加經驗：參加同一類型的國家

試考可以讓自己熟悉氣氛、了解自己缺點

及不足之處，並從考試經驗中增強實力。 

九、決心信心毅力：克服準備考試最困難

的地方－堅持努力下去的信念。以堅定正

確的態度，抱持一定要考上的決心與信

心，以及堅持到底的毅力。 

Q&A  

Q1：身心障礙者除了身障特考以外，也能參加一般考試嗎？ 

A1：當然都可以去考，這是憲法保障的權益，如教育行政的職缺滿多適合身心

障礙者的工作。 

Q2：錄取國考後，如想繼續進修，可以保留資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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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正額錄取的話，服兵役、國內進修都可以保留資格，到國外進修就不行，

若是公費留考或國家送你到國外進修的話可以保留。增額錄取只能以服役因素

申請保留資格。 

Q3：建議要先讀研究所還是先進公家單

位工作呢？ 

A3：這要看個人的生涯規劃，公務人員

可以進修，如果你經濟寬裕，可以選擇

先讀研究所，但如果你經濟拮据，可以

先進公家單位工作再去進修。提醒各位，學習不是現在學完之後就可以不用學

了，而是要活到老學到老，才能與時俱進。 

Q4：雙重國籍可以參加國考嗎（香港僑生提問）？  

A4：公務人員考試要有中華民國國籍才能參加，錄取後也必須要放棄你原來在

香港的國籍。但是你可以報考專技人員證照考試，這是沒有問題的。 

 

    演講尾聲，黃副司長勉勵各位同學們，「參加國家考試是耐力與毅力的考

驗，千萬不要三天曬網、兩天捕魚，儘早準備、加緊努力，成功操之在自己，

有志者，事竟成！歡迎優秀的成功人，踴躍參加國家考試，讓人民擁有一流的

公務人員、一流的政府、一流的國家，並預祝在場各位榮登金榜，為國家、社

會服務！」 

    相信各位同學在今晚的演講裡，對公職考試更加了解，也領會許多準備國

家考試的心法，真是收穫滿載，未來想必會有不少成大生投入公職，為國家、

人民來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