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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準備國家考試 

時間：2020 年 10 月 20 日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會議室 

講者：邱建輝研究委員 

 

    本場講座由生涯組陳孟莉組長擔任引言人：
｢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考選部邱建輝研究委員
蒞校演講，邱委員過去擔任公職歷練非常完整，
經歷考試院專員、科長；秘書室主任，今晚委員
將以他自身多年的公職生涯，以及對國家考試
的了解，為同學解析公職考試制度及如何準備
國家考試。生涯發展組多年來也定期對畢業生
進行就業動態追蹤，我們發現已畢業但未就業
的同學以考試、特別是國家考試為主，至少占了
七、八成以上，那你們知道我們哪一個學院的同
學考公職的比例比較高，大家可以猜猜看，答案
是社科院，因為像社科院有滿多是法律系，法律
系很多同學會參加專技考試，所以這個比率也
滿高的，那像文學院，還有生科的也都不低，當
然像工學院、電資學院比例也滿高的，即使年金
改革後對大家從事公職有些影響，但是不可諱
言的是國家(公職_)考試一直仍是同學們進入職
涯的其中一種重要選項。在座可能有很多同學
或許以公職為畢業後進入職涯選擇，深信今晚
上的演講應該會有讓你們更有豐碩及啟發。現
在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歡迎邱建輝委員。」 

    邱建輝研究委員曾任考試院專員、科長、專

門委員及保訓會秘書室主任，現任為考選部參
研室研究委員，曾到台大、中興大學及嘉義大學
等五、六間大學演講，可見委員的經驗十分豐富。 

    演講開始前委員以一個｢人」字，告訴同學
人有三度空間，所以可以全方位發展，同學可以
透過生涯組所辦理的各式活動，去尋找適合自
己的職涯，甚至可以知道自己是否適合考國家
考試，而非同學們一窩蜂的去考公職，應該用不
同面向去思考怎麼樣的職涯才是對自己好的，
而公職考試分為兩種途徑，第一是透過公務人
員考試，之後去服公職；第二為通過專技人員考
試，取得證照、服務大眾。 

    邱委員提到成大學生在公職方面的錄取率
是不錯的，勉勵將來想考公職的同學可以將目
標鎖定在高考，因為普考只是讓同學練習，高考
在薦任六級以後可以持續升上去，普考則在七、
八級之後就不能往上升，因此勉勵同學若是想
考公職，以高考作為目標，而以服公職作為志業，
邱委員說擔任公職可以實現自我、施展抱負。 
 
擔任公務人員的優劣勢分析 
    邱建輝委員說到，擔任公務人員的優勢有:
實現抱負、服務大眾、職業穩定、升遷有序、進
修學習、待遇尚可、福利較佳、退撫保障，劣勢
則是:法令多如牛毛、層級影響效率、權責未必
相當、從旁監督者眾、觸法加重刑責、待遇缺乏
彈性、福利逐漸褪色。邱委員鼓勵若同學較有企
圖心，可以往民間企業發展，因為公務人員的薪
水是固定的，到了一定的層級就無法往上升，因
此委員也提醒同學，要開始懂得投資理財，在薪
水固定的情況下，懂得投資理財是很有幫助的， 

    在公務人員的福利及退撫制度方面，關於
子女教育費的補助要到大學才會比較明顯，而
休假制度則從原為的 14 天更改為 10 天，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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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福利逐漸褪色。 
 
公務人員考試性質 
    公務人員為任用考試，非資格考試，考試為
競爭性考試，同學可以上網查歷年的錄取率，比
如說一般行政及人事行政，歷年來報考人數都
比較多，因此錄取率也比較低，若同學想考土木
工程或其他類科，也都可以上網查歷年的錄取
率分析，及需要準備的科目、與哪幾個性質比較
相關，邱委員鼓勵同學在準備考試之前，應先蒐
集與目標考試科目相關的資訊，再下目標。 
    其他考試性質還有:視考試成績得增額錄取，
並列入候用名冊，及正額錄取人員有法定事由
得申請保留錄取資格，而高普初等考試分為五
級，邱委員認為想考公職的同學可以鎖定高考
三級，長年的發展會比較好。 
 
高普初等考試 vs. 特種人員考試 
    高普考居於主流地位，並且有規定三年內
不得轉調，特種人員考試則是六年。高普考分為
五級，每級再分為行政類和技術類，行政類不限
科系都可以考，但技術類就有科系限制，應考資
格可以上考選部的網站查詢，邱委員提醒同學
在報考特種人員考試之前要先上網確定自己是
否服務應考資格，有些是看修習的學分、有些則
是科系。 

    邱委員另外提到經常錄取不足的類科，像
是土木工程、建築製圖、測量工程，原因不外乎
是這些人大多進入了民間企業，而亟需用人之
類科則是因應每年趨勢可能有所不同，可密切
注意應考類科用人動態。關於公務人員考試應
考資格，普通考試是高中職畢業，因此邱建輝委
員建議大三、大四的同學可以準備練習普通考
試，提前感受考場環境，適應環境及整個流程，
避免日後的緊張感。 
 
公務人員考試 
    考試方式分為筆試、口試、實地測驗，筆試
的題型有申論、測驗及混合型，高考三級大多是
申論式的題型，並且題數大部分都是四題，口試
方面在高考三級裡有客家和行政，而實地測驗
則是有播音員，邱建輝委員用自己監考的經驗，
與同學說明播音員考試的過程，考場裡會有兩
個老師在前面，播音員會拿到一份講稿，接著對
麥克風講話，實地測驗都會有錄影，若日後有疑
意都可以觀看錄影帶。 

   接著提到公務人員的錄取方式，分為正額錄
取和增額錄取，前者是分配訓練依序分發，後者
是列冊候用定期依序分配訓練，兩者之後都會

進入訓練期，邱委員提到現在的基礎訓練都比
較嚴格，因此在訓練階段認為不適合就會淘汰，
尤其是外交官對此會特別要求，因此考試通過
之後，訓練期也是十分的重要，需在訓練期取得
及格的成績，才有真正公務人員的資格。 
 
專技人員考試 
    為執業資格考試，非任用考試，及格方式分
為三種:一、科別及格，如建築師、會計師，邱
委員以建築師為例子，說明科別及格是假如一
共要考八科，今年卻只考過了一、兩科，那麼考
過的之後就不用再考，可以保留三年，也就是說
這個考試一共可以考四年，因此可以分階段去
考，一般很難第一年全部考過，像是建築師考試
要考八個小時，考試中間只能出來上廁所，可能
要帶個飯糰進去墊個肚子，總結來說，科別及格
就是四年內考過及格就可以拿到證照。二、全程
到考人數一定比例及格，比例可能為 10%或是
其他%數。三、總成績及格，指及格名額無限制，
考試成績達到標準即及格，第二及第三種的及
格方式就是看當時的設定方式為何。 

    考試類科分為:社會科、工程技術類、醫事
類、海事類。另外，現在的考試方式開始有了電
腦化測驗，但是未完全採用在每個考科之中，邱
建輝委員說將來會首先應用在人數較少的科目
裡面，此為現在的趨勢之一。 
  
國家考試發展趨勢 

    第一為推動專技證照國際化，邱委員提到
建築師會最先推動證照國際化。第二是彈性多
元的考試方式，如前面所提到的電腦化測驗，目
前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地區都已經有設置
電腦試場學校。另外還有 OSCE 納入醫師考試
資格、推動申論式試卷線上閱卷、推動網路報名
無紙化、複選題之採行，其中邱委員特別提醒同
學要注意網路報名的無紙化，還有國文考科開
始有了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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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重點 
    邱建勳委員提到很多制度方面的修改都是
在做取捨，比如說高普初等考試限制由一年轉
為三年，避免只待一年如同培訓期，以屏東及高
雄作為例子，高雄為直轄市，若考試限制只有一
年，很多在屏東服公職的人受完訓練就會往高
雄跑。另外邱委員請同學注意現在高普考放榜
以後有開放閱覽試卷，每科有 15 分鐘，可以看
到老師是怎麼改自己的試卷，若是對自己科目
有疑慮的同學可以去申請查看，之後思考下次
要如何改進，邱委員建議同學考完有時間可以
盡量去申請查看自己的試卷，因為通常很難一
年就考過高考，平均通過的時間是三年，所以同
學們可以以三年做為目標努力。 

最後，這些修正的重點都會公告在考試院
網站的最新消息裡面，同學們可以上網查閱。 

 
如何取得考試資訊 
    考試資訊可以前往｢考選部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moex.gov.tw/main/home/wfrmHom
e.aspx)做查詢，像是考試日期、查榜、考畢試題、
統計資料等等都可以在上面查到，另外現在也
有國考 APP，像是現在報名考試需要用到的相
片都可以在 APP 上面做使用，邱建輝委員特別
提醒同學要去看｢應考人專區」裡的｢命題大綱」，
因為出題大多會在命題大綱的範圍裡面，所以
命題大綱裡的內容是最基本的，額外的就是同
學們要去搜尋與命題大綱相關的範圍，另外在
考題方面，測驗題大概三年內不得重複，申論題
則是六年，但是很多題目很類似，核心概念都差
不多，因此歷屆考題的重點核心要特別注意去
做準備，考畢試題可以提供同學們很好的準備
方向。 

    國考 APP 是近幾年所推出的，裡面提供關
於國考的最新消息、個人查詢、考試行事曆、照
片上傳、考試提醒等等，最大特點是如果有甚麼
問題，國考 APP 是互動式的，推薦有意考公職
的同學可以使用。 
 
如何選擇報考類科 

    關於如何選擇報考類科，邱委員前面有提
到首先要先了解報考類科的職務工作內容及性
質，以及是否符合自己的興趣、志向，之後查詢
職務類科的應考資格、應試科目和報考人及錄
取率，設定好目標是很重要的前置重點，邱委員
也提供了兩個策略給同學，策略一:報考不同考
試之相關類科，比如高普考和地方特考，策略二:
報考同一考試之相近類科。 
 
如何準備國家考試-10 個關鍵要素 

    邱建勳委員提供給同學們 10個金榜題名秘
笈，1.堅定考試志向 2.培養讀書樂趣 3.講求讀
書效率 4.規律生活習慣 5.考前放鬆心情 6.筆
試當天準備 7.筆試答題技巧 8.口試應對技巧 
9.預示增加經驗 10.信心決心毅力，其中最重要
的是想考試的動機，有沒有下定決心，提醒同學
們要立定志向、盡早準備，蒐集相關的考試資料。
另為邱委員也提醒同學考試開始後的 15分鐘是
最晚應考時間，第 16 分鐘就算遲到，考前作答
同學們除了準備資料以外，也要試著在家自己
先練習寫寫看，申論題的四題時間要做好分配，
不要集中只寫某幾題，還有字體的工整也頗為
重要，提醒同學可以透過老師的視角去想會希
望看到怎麼樣的試卷，所以除了字體工整以外，
內容也須清楚明瞭，可以透過列點的方式去申
論，最後邱委員也勉勵同學，現在只是一個開始，
準備才是最辛苦的，希望同學們儘早準備、加緊
努力，成功操之在手！ 
 
Q&A 
    活動 Q&A 時間，孟莉組長用自身的經歷與
同學們做分享: ｢像是在準備考試的同時，有沒
有辦法與研究所搭在一起，還有在準備讀書計
畫的時候要有很大概的方向，在準備考試的時
候要做筆記，並且搭配試題大綱做整理，坊間也
有很多的歷屆試題可以做練習，練習題目時最
好能參考各種的書，比如說這個題目要怎麼用
自己的方式做論述，之後要有簡單的一個小結，
在寫的時候段落也要分明，甚至若是你對這個
科目不太有信心，建議可以用黑筆寫，如果較有
信心則可以使用藍筆，這個概念在於用黑筆寫
比較不容易看出錯誤，再來還有要帶墊板，前面
有提到字體的工整度，所以墊板可以選擇透明
有格子的，寫的字跡會更為工整，考試前一定要
將字體練得很工整。寫完的時候一定要有個人
小結，因為很多人都是去補習班，補習班出來的
其實答案都很類似，所以加上自己的個人小結
會使得改考題的老師更為印象深刻。另外剛剛
提到的幾個技巧，很重要的是體力，像是我自己
每天都會保持運動，每天在圖書館閉館之後就
會去跑步，讓自己的體能不斷進步，然後有些考
試科目及文章要養成閱讀的習慣，這些都是剛
剛委員有提到的，同學們可以回去做下整理，看
看怎麼做才是對自己最好的。另外跟研究所相
關的部分，如果準備研究所的科目跟報考的類
科有相關，在準備國考的筆記就可以拿去考研
究所用，所以筆記要整理得好，要有重點整理，
在考試只剩下一個禮拜的時候可以只看筆記就
好，所以即使是花三年的準備，也要在一年內就
將筆記整理好。」 

    ｢在決定要考哪個類科的時候，分發到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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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也可以是考量之一，因為有時候機關的特
性文化也要看跟你的個人特質有沒有相關，我
覺得這塊也可以做參考，當你對很多東西很明
確的時候，這塊就會更容易確立，所以我們在職
涯輔導同學的時候，都會希望同學能了解自己，
特質在哪個地方、適合怎麼樣的工作職務，才會
更容易去投入熱情，讓工作做得更久，公務人員
也是一樣，像是我已經做公務人員快 30 年了，
這個部分就是要透過自己不斷的去摸索、進步，
這樣才不會變的死板板、不有趣。」 

Q1：我現在有在想要考銀行特考，然後我想問
像男生的話有兵役問題，以特考類的話，能
不能考上以後先保留資格，先去進行兵役，
還是說要考試的話兵役方面有沒有什麼可
以處理的方式？ 

A1：保留的話是碩士才可以保留，大學畢業的
話還不行保留，但是建議既然都已經有準備
的話，可以先去考看看，銀行特考很競爭，
工作也滿刺激的。 

Q2：請問申論題的練習一定要去補習班嗎？ 

A2：不一定要去補習班，只是說一般補習班會
整理的比較詳細，但是以你們的程度其實不
一定要去上補習班，你們可以按照剛剛組長
說的去做準備，基本上就是題目多做，申論
題自己練習多寫，一些技巧上的準備，也有
人是不靠補習班就考上了，申論題要自己多
練、做歸納，當很多人走同意條路的時候，
你更應該走自己的路，讓改的老師驚艷。我
們現在在考完以後都會召開一個評閱會議，
把這些改考卷的老師集合起來，把評閱內容
分為高、中、低，比如說 20-25 分你要具備
什麼條件，以前都會有傳言是說用電風扇吹
幾分就是幾分，現在有了閱覽試卷，改考卷
都是非常緊張的，所以說條列式非常重要，
要答到問題問到的點，不要長篇大論，這是
現在的評閱方式，提供給大家參考。 

Q3：我想請問外交特考的部分，我有上網查到
輪調的規則，然後我想問的是外交特考有分
不同的語言，而我本身會的語言也不只一種，
所以想請問說外交特考在分發的時候，會根

據當時報考的語言嗎？還是是隨機的？謝
謝。 

A3：外交特考基本上是依不同的語言，在報考
的時候就已經會分了，因為它是外交部提出
需求，像是韓文、日文需要多少，它就設定
多少。另外我覺得外交官的思維很重要，若
是在訓練的時候認為你不適合，可能就會把
你淘汰掉，這是這幾年外交部滿重視的基礎
訓練。 

    活動尾聲，由孟莉組長為我們的講座結尾：
「考試是長期奮戰可能在考試的時候需要犧牲
掉娛樂、社交，所以我會建議同學在情緒低落的
時候，如果喜歡看漫畫，就去看漫畫，讓自己的
心情不再低落，像我自己過去準備的時候有時
候也會覺得很無力，但是既然選擇了這條路就
是要堅定地走下去，所以在你情緒低落的時候，
那些平時能激勵與支持你的好朋友、你喜歡的
書或是漫畫，都是能陪伴你往目標前進的動力。
同時也要利用大塊時間，意思是在考前的一個
月就不要再有雜事了，考前幾天讀大重點，前一
晚要充足睡眠，當天以愉快的心情上考場，把自
己的水準發揮出來，用堅毅的心及良好的體能
去面對。時間也接近尾聲了，我們再次以熱烈的
掌聲謝謝邱委員。」 

    邱建勳委員最後以「祝同學都能金榜題名。」
為活動劃下句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