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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轉任公職
護理師之契機   

考試院 王秀紅考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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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13屆施政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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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綱 

一、 因應全球化、資訊化及國家發展策略，持續檢討修訂考銓保訓政策。 

 

二、 善盡人力資源部門職責，傾聽用人機關需求，強化教考訓用之連結。 

 

三、 汲取企業管理理念，引進創新觀念與作法，活化國家人力資源策略。 

 

四、 堅持國家考試獨立與公平，秉持多元取才原則，拔擢人才為民服務。 

 

五、 完善管理法制，建構合理勤休規範及公平救濟制度，保障文官權益。 

 

六、 增進文官跨域發展、數位能力及國際接軌能力，落實雙語國家政策。 

 

七、 精進專技人員考試制度，積極推動與國際接軌，優化國家產業職能。 

 

八、 健全年金制度，確保退撫基金永續經營，保障公務員退休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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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86條規定：下列資格， 
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 
一、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 

目前考試院及考選部依憲法規定，辦理
之國家考試區分「公務人員」及「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以下稱專技人員）」
兩大考試體系，每年約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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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簡介 

公務人員考試 專技人員考試 

  

  執業資格考 
 
1.每年或間年辦理 
2.及格方式：總成績 
  及格、科別及格、 
  一定比例及格等３ 
  種，達標者均予及 
  格。 

   任用資格考 
 
1.考試類科及錄取名 
  額視年度用人機關 
  需求決定之。 
2.擇優錄取、排他競 
  爭、考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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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簡介 



8 

國家考試簡介 

備註: 110年增加公共衛生師高等考試，共84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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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機關 

向人事總處提報年度任用
需用缺額 

國家考試簡介 

考 選 部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舉辦考試 

彙整各用人機關提報之名
額，統一提報考選部 

依據人事行政總處所提供
之各機關需用類科與名額，

於考試2個月前公告之 

應考人依當年度公告內容
擇項報名參加考試 

錄取人員 訓練期滿成績合格     
(保訓會) 

發給考試及格證書
(考試院) 

分發任用            
(考試院函請銓敘部、

行政人事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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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簡介 
公務人員之任官職等 

   
   

委   任  

1-5 等 

薦  任 

6-9 等 

簡  任 

10-14 等 

職  等 
係職責程度
及所需資格
條件區分 

官   等 
係任命層次及所
需基本資格條件

範圍區分 

   官     等  
     ( 職 等 ) 
 

數字越多官職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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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簡介 

各等級考試初任公務人員待遇及基礎考試內涵 

考試等級 應考學歷資格 取得官職等 初任薪資 類科數 考科數（原則） 

高考一級 
(特考一等) 

博 士 薦任9等 $59,960 
行政類17 

技術類18 
3 科 

高考二級 
(特考二等) 

碩 士 薦任7等 $50,635 
行政類45 

技術類46 
6 科 

高考三級 
（特考三等） 

大學或獨立學院 薦任6等 $47,630 
行政類43 

技術類70 
8 科 

普通考試 
(特考四等) 

高中職 委任3等 $37,375 
行政類33 

技術類38 
6 科 

初等考試 
(特考五等) 

不限學歷 委任1等 $30,235 
行政類15 

技術類1 
4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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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簡介 

公務人員考試等級對應之任官職等 

考試及格對應之官職等 

  

 初等考試 

(特考五等) 

委任1職等 

 普通考試 

(特考四等)  

委任3職等 

 高等考試  
 

高考一級(特考一等)  
薦 任 9 職 等 

 
 

高考三級(特考三等)
薦 任 6 職 等 

 

高考二級(特考二等)  
薦 任 7 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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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8年國家考試報考情形 

104-108年國家考試錄取(及格)情形 
 

104-108年公務人員考試報考、到考及錄取情形 
  

公務人員選才最普遍之4項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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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辦理現況 

104-108年國家考試報考情形 

327,608 
305,498 

294,568 
267,919 

26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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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辦理現況 

104-108年國家考試錄取(及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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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辦理現況 

104-108年公務人員考試報考、到考及錄取情形 

19,163 20,047 19,301 18,156 
16,455 

0

20,000

40,000

60,000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錄取人數 

228,279 
215,416 212,183 188,913 182,774 

327,608 
305,498 294,568 267,919 265,767 

 

400,000 
 
 

250,000 
 
 

100,000 
25,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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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辦理現況 

公務人員選才最普遍之4項考試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 

  

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考選部辦理的公務人員考試種類繁多，但若以規模及任用之廣泛性而言，以
下四種考試為全國各機關開缺與取才最普遍之管道：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 

公務人員地方特考 

每年4月報名，7月考試， 

9月榜示。 

每年１月考試，於前一年
10月報名，3月榜示。 

報名、考試及榜示程序與
高考三級合併辦理，通稱
公務人員高普考。 

每年9月報名，12月考試，
次年3月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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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辦理現況 

公務人員選才最普遍之4項考試 

將四項考試近5年（104-108）之報考人數合計後與各該年度公務人員考試報考總人數相

較，該四項考試即佔年度公務人員報考人數至少60%以上，最高甚至可達64%以上。 

  
四項公務人員 
考試報考人數 

全國公務人員考試 
報考人數 

104 210,190 327,608 

105 188,961 305,498 

106 177,007 294,568 

107 164,165 267,919 

108 163,612 265,767 

64.16  
61.85  

60.09  

61.27  

61.56  

0

50

100

104 105 106 107 108

四項考試合計 其他公務人員考試 

% 

年 

四項公務人員考試報考人數 

與全國公務人員考試報考人數統計表 

四項公務人員考試報考人數占 

全國公務人員考試報考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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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
人員考試規則 
 

01 

02 

03 

醫事人員人事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04 

各機關師級醫事職務級別員額配置準則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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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規則(考試院考選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執業，依本法以
考試定其資格。 

執業資格 

考 試 



2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應考資格(護理師)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 
    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 
    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 
    專科以上學校護理、 
    護理助產科、系畢業 
    ，並經實習期滿成績 
    及格，領有畢業證書 
    者。 

二、經普通考試護士、 
    助產士考試及格後 
    並任有關職務滿四 
    年有證明文件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護 
   理、助產類科及 
  格者。 

第6條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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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 
 

01 

02 

03 

04 

05 

基礎醫學（包括解剖學、生理學、病理
學、藥理學、微生物學與免疫學） 

基本護理學（包
括護理原理、護
理技術）與護理
行政 

內外科護理學 

產兒科護理學 

精神科與社區衛
生護理學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應試科目(護理師) 

第7條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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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轉任公職護理師之管道 

護理人員轉任公
職護理師之管道 

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
進用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 
(衛生行政、衛生技術)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  
(公職專技人員類科-公

職護理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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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醫事人員人事條例及其
施行細則(考試院銓敘部)  

護理人員經考試及格並取得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核發之醫事專門職業證書後，即適用「醫事人
員人事條例」對醫事人員人事事項之規定。  

證照用人 



25 

第

4

條

 

醫

事

人

員

任

用

條

例

 

第

5

條

 

適

用

資

格

 

進

用

方

式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所領
有醫事專門職業證書，分別取
得各該類別醫事職務師 (三) 
級、士 (生)級醫事人員任用資
格： 
一、經公務人員考試醫事相關 
  類科考試及格並取得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醫事 
  專門職業證書者。 
二、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醫事相關類科考試及格 
  並取得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核發之醫事專門職業證書 
  者。 

第 4 條  

各機關遴用新進醫事人員，
除下列人員外，應依公務人
員陞遷法之外補程序規定，
就具有任用資格人員以公開
競爭方式甄選之： 
一、考試及格分發任用者。 
二、政府機關培育之醫事公 
  費生經分發履行服務義 
  務者。 
三、依本條例任用之各機關 
  首長、副首長及一級單 
  位主管。 

第 5 條 

醫事人員人事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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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醫

事

人

員

任

用

條

例

 

第 

  

 

條 

員

額

級

別

 

轉

調

限

制

 

  
第 3 條 

  
第 15 條 

前條各類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
法規規定分為師級及士(生)
級，師級人員並再分為師(一)
級、師(二)級與師(三)級，以
師 (一) 級為最高級。 
 
各機關醫事職務之員額及級
別，應依其職責程度及所需專
業知能，列入組織法規或編制
表內。 
各機關師級醫事職務級別、員
額之配置準則，由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定之。 
各機關師級醫事職務級別員額
配置準則 

依本條例任用之醫
事人員，除經公務
人員考試及格或具
有其他法律所定任
用資格者外，不得
轉調其他非由醫事
人員擔任之職務。 

醫事人員人事條例 

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5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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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人事條例 
第6條、第7條  

  
  師(一)級 
 
 
  
  師(二)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所領有師級醫
事專門職業證書，取得各該類別醫 
事職務師(一)級醫事人員任用資格： 

 
一、已達師 (一) 級最低俸級，並具備相關之學歷、經歷及專 
    業訓練者。 
二、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師類醫事專門職業證書後， 
    實際從事十二年以上相關專業工作，並符合前款學歷、經 
    歷及專業訓練規定者。 
前二項所稱學歷、經歷、專業訓練及相關專業工作，應於施行
細則中明定之。(見下頁) 

    
  師(二)級 
 
 
  
  師(三)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所領有師級醫
事專門職業證書，取得各該類別醫 
事職務師(二)級醫事人員任用資格： 

 
一、已達師 (二) 級最低俸級，並具備相關之學歷、經歷及專 
    業訓練者。 
二、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師類醫事專門職業證書後， 
    實際從事四年以上相關專業工作，並符合前款學歷、經歷 
    及專業訓練規定者。 

 
 
  師(三)級 

醫事人員初任各級職務，先予試用六個月。試用期滿成績及格者，以醫事人員任用；成績不及格者，停
止試用，並予解職。但曾在各機關或各類醫事人員依其醫事專門職業法律得執業之機構擔任與其所擬任
職務之性質相近程度相當或任低一級職務之經歷六個月以上者，免予試用。 
前項試用人員不得兼任各級主管職務。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所領有師級醫事專門職業證書，取得各該類別醫
事職務師級醫事人員任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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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 

第3條、第4條  

第 3 條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取得師(二)級醫事人員任用資格，應具備下列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 
 
 
一、具下列各目學歷、經 
    歷之一者： 

 (一)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之研究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 

     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一年以上。 

 (二)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之研究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後 

     ，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三年以上。 

 (三)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系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後，實 

     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五年以上。 

 (四)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專科學校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專科學校相關醫事科畢業後，實際從事 

     相關專業工作六年以上。 
 

 
 
二、領有相關師級醫事專 
    門職業證書並實際從 
    事相關醫事工作後， 
    所受與擬任各該類別 
    醫事職務相當之下列 
    專業訓練之一者： 

  

(一)最近六年接受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教學醫院、醫事 

    學（公、協）會或衛生主管機關辦理之醫事專業課程訓練結業，累計時數達九十小時以

上 

    ，或最近十年修習相當於碩、博士之醫事專業研究課程五學分以上。 

(二)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專科醫師證書、專科護理師證書後，接受繼續教育經核准展 

    延或更新證書效期，且仍在效期內。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34&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34&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34&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34&fl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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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 

第 4 條 

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取得師(一)級醫事人員任用資格，應具備下列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 

 
一、具下列各目學歷、經 
    歷之一者： 

（一）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之研究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後， 

      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七年以上。 

（二）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之研究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後， 

      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九年以上。 

（三）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系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後，實際 

      從事相關專業工作十一年以上。 

（四）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專科學校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專科學校相關醫事科畢業後，實際從事相 

      關專業工作十二年以上。  
 

 
二、領有相關師級醫事專 
    門職業 證書並實際從 
    事相關醫事工作後， 
    所受與擬任各該類別 
    醫事職務相當之下列 
    專業訓練之一者： 

  

（一）最近六年接受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教學醫院、醫事學 

     （公、協）會或衛生主管機關辦理之醫事專業課程訓練結業，累計時數達一百八十小時以上 

      ，或最近十年修習相當於碩、博士之醫事專業研究課程十學分以上。 

（二）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專科醫師證書、專科護理師證書後，接受繼續教育經核准展 

      延或更新證書效期，且仍在效期內。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34&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34&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34&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34&flno=4


30 

第 10 條 

醫事人員之俸給，分本俸、年

功俸及加給，均以月計之。 

前項本俸、年功俸之級數及俸

點，依醫事人員俸級表之規定。 

醫事人員俸級表，由考試院會

同行政院定之。  

第 13 條 

醫事人員考績獎懲，除本

俸、年功俸之晉級以醫事

職務級別為準外，餘均適

用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 

第 16 條 
  

醫事人員人事條例 

俸  給 考績獎懲 改任換敘 

本條例施行前，依其他法律規定任用之現
職醫事人員，具有第四條所定任用資格
者，按其原銓敘之資格予以改任換敘；未
具所任職務法定任用資格者，適用原有關
法律規定，並繼續任用至離職為止。 
前項改任換敘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
定之。 
現職醫事人員改任換敘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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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人事條例 

調任低級別職務人員，其原敘較高俸級之俸點，仍予照支；再任低級別職務人
員，其原敘較高俸級，仍予保留(不照支)，俟將來調任相當級別職務時，再予回
復 。 
  

以較高級別調任低級別職務之敘薪 

reason  

reason  reason  

reason  

第11條 

師(二) 師(三) 

因各種因素 

調(再)任低級別職務 

官職等依銓審而變更 

原敘較高俸級之俸點，

仍予照支(保留)，但職

務加給則依官職等不同

而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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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各機關適用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職務一覽表(護理人員部分) 

各級公立學校 
  

政府機關 
  

各級公立醫療機構 
  

各機關適用醫
事人員人事條
例職務(護理人

員部分) 

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各類
矯正機關：護理師、護士 
各級政府機關所屬社會
福利機構：護理長、護士
長、護理師、護士、護理
佐理員  
其他機關：護理主任、
護理師、護士長、護士  

護理師、護士、
助產師、助產士  

護理師、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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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Note: 師三級約 

等同於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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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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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各機關師級醫事職務 
 級別員額配置準則 
    (考試院銓敘部)  

 

師級醫事職
務級別員額

配置 
  

各機關師級醫事職務級別、員額之配置
準則，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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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師級醫事職務級別員額配置準則 

一、教育部所屬大學或學院附設醫院
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各

榮民總醫院： 

二、教育部所屬大學或學院附設醫院各
分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
各榮民總醫院分院、衛生福利部所屬醫
療機構、直轄市政府衛生局所屬醫院： 

三、直轄市政府衛生局所屬中醫醫院、
各區衛生所（健康中心）、各縣（市）
立醫院、防治所及各鄉（鎮、市、區）

衛生所： 

 第3條 各級公立醫療機構師級醫事職務之配置比例如下： 

(一）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合 
     計，師（一）級人員之員 
     額不得高於百分之三十， 
     師（三）級人員之員額不 
     得低於百分之二十。 
(二）其他師級醫事人員合計， 
     師（一）級人員之員額不 
     得高於百分之三，師（三） 
     級人員之員額不得低於百 
     分之七十五。 

(一）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合 
     計，師（一）級人員之員 
     額不得高於百分之十，師 
    （三）級人員之員額不得低 
     於百分之二十五。 
(二）其他師級醫事人員合計， 
     師（一）級人員之員額不 
     得高於百分之二，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師 
    （二）級人員之員額不得高 
     於百分之二十，其餘均為 
     師（三）級。 

(一）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合 
     計，師（一）級人員之員 
     額不得高於百分之一，不 
     足一人時，得以一人計； 
     師（三）級人員之員額不 
     得低於百分之三十五。但 
     各衛生所（健康中心）及 
     各縣（市）防治所，不置 
     師（一）級人員，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二）其他師級醫事人員合計， 
     師（二）級人員之員額不 
     得高於百分之十五，其餘 
     均為師（三）級；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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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師級醫事職務級別員額配置準則 

第5條  政府機關得適用本條例之師級醫事職務  

簡任第10至13職等 
  

薦任第8至第9職等 

薦任第6至第7職等 

政府機關得適用本條例
之師級醫事職務，職務
列等為簡任第十職等以
上者，列師（一）級；
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者，列師
（三）級；其餘列師
（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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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公職護理師

考 試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 
暨普通考試規則 
(考試院考選部)  

102年12月3日考試院修正發布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第4條
附表三增訂公職護理師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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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護理師與專技高考護理師有什麼差別？ 
 

公職護理師 
 

專技高考護理師 

任用資格考試 執業資格考試 

考試及格訓練期滿由國家 
分發任用 

考試及格取得證書自行就業 

 
 

衛生技術職系職缺 
 

適用「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之政府
機關、公立醫療機構、公立學校之

工作缺額較少  

 
依公務人員之薪俸及升遷                      

多數為正常班型態 

 
  工作型態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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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 衛生行政職系  

應 考 資 格 (擇一) 應 試 科 目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獨立學 
    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 
    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 
    畢業得有證書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 
    特種考試及格，普通考試或相 
    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 
    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者。 

一、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二、法學知識與英文 

三、醫用微生物及免疫學 

四、食品與環境衛生學 

五、衛生行政學 

    （包括衛生教育及公共溝通） 

六、衛生法規與倫理 

七、流行病學 

八、生物統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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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 衛生技術職系  

應 考 資 格 (擇一) 應 試 科 目 

 

一、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獨立相關各院、 
    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 
    書者。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 
    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普通考試或相當 
    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三、經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一、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二、法學知識與英文 

 三、醫用微生物及免疫學  

 四、生物技術學  

 五、公共衛生學  

 六、生物統計學 

 七、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 

 八、衛生行政與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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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考試 公職護理師：衛生技術職系  
  

學歷資格 大 學 

 
 
 
 
 

應考資格 

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並領有護理師證書、地方政府登錄之執業
執照及領照後受聘公私立機關（構）二年以上護理相關工作經驗證
明文件者： 
一、 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 
     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院、系、 
     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二、 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 
     格，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 
     及格滿三年。 
三、 經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 

    
特殊限制條件 

18歲以上，領有護理師證書、地方政府登錄之執業執照及領照後受
聘公私立機關（構）二年以上護理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者。 

   應  試  資  格 

以上資料係作為報名之參考，最終仍須經考選部應考資格審查通過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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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 公職護理師：衛生技術職系     

衛生福利部核發之護理師  
證書影本 

 

 
公共衛生政策 

 

地方政府登錄之護理師    
執業執照影本 

 

 
 

行政法、衛生行政        
及其相關法規 

 
領照後2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證明文件 
 

報名應繳驗相關文件 應 試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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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分二試舉行，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個別口試；第一試未錄取
者，不得應第二試。第一試錄取資格不予保留。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 公職護理師：衛生技術職系 

筆試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八十，口試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二十。
筆試成績以專業科目平均成績計算之。 

考試方式 

成績計算 

筆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或總成績未達五十分，或口試成
績未達六十分，均不予錄取。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各項成績
之計算取小數點後四位數，第五位數以後捨去。考試總成績之計算
取小數點後二位數，第三位數採四捨五入法進入第二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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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10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第二試口試評分項目及配分－本考試公告                        
【109/6/9】 

  

主旨：公告10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第二試口試評分項目及配分。 
依據：口試規則第5條第3項。 
公告事項：10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第二試口試評分項目及配分，經本考試典試
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如下：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公職護理師、公職食品技師、公職醫事檢驗師、公職藥師等4類科 

第二試口試評分項目及配分： 

(一)儀態（包括禮貌、態度、舉止、應對）：15分 

(二)溝通能力(包括傾聽與表達能力)：20分 

(三)人格特質(包括嚴謹性、情緒穩定性、開放性、和善性、積極性等)：20分 

(四)才識(包括志趣、問題判斷、分析、專業知識、專業技術與經驗)：20分 

(五)應變能力(包括理解、反應能力)：25分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 公職護理師：衛生技術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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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 衛生技術職系 

轉調限制 

考試及格人員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取得考試及格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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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額錄取 

考試依各類科需用名額決定正額錄取人員，並得視考試成績增列增額錄
取人員。併採筆試與口試之類科，第一試錄取人數按各類科需用名額酌
增錄取名額進入第二試。第二試按各類科需用名額決定正額錄取人員，
並得視考試成績增列增額錄取人員。增額錄取人員經分配訓練，應於規
定時間內，向實施訓練機關報到接受訓練，逾期未報到並接受訓練者，
或於下次該項考試放榜之日前未獲分配訓練者，即喪失考試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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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 衛生技術職系 

錄取人員訓練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4條  

各機關學校進用初任公務人員訓練，應由各主管機關於到職後四個月內實施之。 
前項訓練以充實初任公務人員應具備之基本觀念、品德操守、服務態度、行政程序及
技術暨有關工作所需知能為重點。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7條  

公務人員各種訓練之訓練期間、實施方式及受訓人員之生活輔導、請假、獎懲、成績考
核、退訓、停訓、重訓、註銷受訓資格、津貼支給標準、請領證書費用等有關事項，應
依各該訓練辦法或計畫規定辦理。 
公務人員各種訓練之訓練計畫，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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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兵役，其保留期限不得逾法定役期。 
二、於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進修碩士學位，其保留期限不得逾二年； 
    進修博士學位，其保留期限不得逾三年。 
三、疾病、懷孕、生產、父母病危、子女重症或其他不可歸責事由，其保留期限不得逾二年。 
四、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其保留期限不得逾三年。但配偶為公務人員依法已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不得申請保留。 

申請延後錄取人員訓練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 衛生技術職系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4條 

正額錄取人員無法立即接受分配訓練者，得檢具事證申請保留錄取資格，其事由及保留年限如下： 
  

正額錄取人員除依前條保留錄取資格者外，應於規定時間內向實施訓練機關報到接受訓練，逾期未報到並接受訓
練者，即喪失考試錄取資格。 
依前條保留錄取資格者，於保留原因消滅後或保留期限屆滿後三個月內，應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申請補
訓，並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通知分發機關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依序分配訓練。逾期未提出申請補訓，或
未於規定時間內，向實施訓練機關報到接受訓練者，即喪失考試錄取資格。 
列入候用名冊之增額錄取人員，因服兵役未屆法定役期或因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無法立即接受分配訓練者，得
於規定時間內檢具事證申請延後分配訓練。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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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護理師屬「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衛生技術職系」，分發任用除醫療院
所外，尚有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或其所屬機關單位，如中央健保署、國民健康
署、疾病管制署等，及縣市政府衛生局等相關衛生行政單位。薪資方面，實
際薪資已錄取後分發報到之機關核算為準，但一般高等考試之三級考試及格
者，初任薦任職務時，敘薦任第六職等本俸一級；先以委任第五職等任用者，
敘委任第五職等本俸五級。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 公職護理師：衛生技術職系 

等級 俸額 專業加給 合計 

高考三級 

敘委任第五職等本俸五級者 

24,440元 18,910元 43,350元 

敘薦任第六職等本俸一級者 

25,435元 20,790元 46,2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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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護理師之轉調 

 衛生行政 

職  系 

衛生技術  

職  系 

    依據「職組職系名稱一覽表」規定：「衞生醫藥」職組各職系，包括「衞生技術
職系」、「藥事職系」⋯⋯，與衛生行政職系視為同一職組，但以「衞生醫藥」職組現
職人員（衞生技術、藥事⋯⋯人員）單向調任為限。 
因此，衞生技術職系可以單向調衞生行政職系。衞生行政職系不能調衛生技術職系。 

衛生技術  

職  系 

 衛生行政 

職  系 

公職護理師屬於
衛生技術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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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公職護理師考試 

103年至109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公職專技
人員類科考試辦理情形統計表(護理人員) 

類   科  年 度 需用名額 

 
第一試 / 筆 試 

 
第二試口試 

不足額人數 
報考 

人數 

到考 

人數 
到考率% 

錄取 

人數 

報考 

人數 

到考 

人數 

錄取 

人數 

錄取率
% 

公職護理師 

103 11 2581 1501 58.16 20 20 20 13 0.87 
 

0 

104 12 827 386 46.67 19 19 19 10 2.59 

 
2 

105 7 528 328 62.12 16 16 16 11 3.35 
0 

106 10 352 230 65.34 16 16 16 10 4.35 
0 

107 9 253 168 66.40 16 15 15 10 5.95 0 

108 22 331 206 62.24 30 30 30 26 12.62 0 

109 12 295 185 62.71 29 29 29 19 10.27 0 

小計 83 5167 3004 58.13 146  145 145 99 3.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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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公職護理師考試 

109 公職護理師 預計需用人數分發單位及缺額 
分發單位 缺額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6名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 1名 
彰化縣衛生局 3名 
台東縣衛生局 2名 
總計 12名 
  108 公職護理師 預計需用人數分發單位及缺額 

分發單位 缺額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9名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增額3名) 4名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增額1名) 4名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 1名 
彰化縣衛生局 3名 
總計 22名 

 107 公職護理師 預計需用人數分發單位及缺額 

分發單位 缺額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名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增額1名) 1名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增額1名) 2名 

彰化縣衛生局 3名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名 

高雄市前鎮區衛生所   1名 

總計 9名 

106 公職護理師 預計需用人數分發單位及缺額 

分發單位 缺額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機關(構)學校 1名 

台東縣衛生局 2名 

衛生福利部 1名 

彰化縣衛生局 2名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2名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 1名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名 

總計 10名 

106-110年 公職護理師預計需用人數分發單位及缺額 

※資料來源考選部 

110公職護理師 預計需用人數分發單位及缺額 
分發單位 缺額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名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1名 
彰化縣衛生局 2名 
總計 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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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5條第一
項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各種考
試，得單獨或合併舉行，並得分考區、
分試、分階段舉行；其考試類科、地
點、日期等，由考選部於考試兩個月
前公告之。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18條第一項規定：
公務人員各種考試，得分試、分階段、
分考區舉行；其考試類科、地點、日
期等，由考選部於考試兩個月前公告
之。 

 

舉110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
試暨普通考試為例 

 

 

 

 

 

舉110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
（第二階段考試） 為例 

  
 

110.7.9-7.13 
   
  

考試時間  
110.3.5   

公告日期 
 
 

110.6.26-
6.27 

   
  

考試時間  
110.3.9   

公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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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內容  

  

考試日期 
 

報名有關規
定事項 

其他相
關說明 

考試等級類科 
及暫定需用名額  

考試地點 
 

考試公告資訊查詢方式        考選部官網    消息與公告    考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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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公職護理師考試 

   

                公共衛生政策 命題大綱                                                      行政法、衛生行政及其相關法規(衛生行政及其 

                                                                                                                             相關法規部分)命題大綱 

命題大綱查詢方式             考選部官網    應考人專區    考試資訊     命題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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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公職護理師考試 
   

108、109年考畢試題-公共衛生政策  

考畢試題查詢方式           考選部官網       應考人專區      考試畢試題查詢(含測驗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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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9年考畢試題-行政法、衛生行政及其相關法規(衛生行政及其相關法規部分)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公職護理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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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與護理團體 

協力精進護理考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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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日，7位考試委員與台灣護理學會、中華民國護理師 
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等護理專業團體座談，主要探討3項議題： 
1.護理師專技考試全面改採電腦化測驗案。 
2.提升護理師專技人員考試試題品質與題庫數量案。 
3.改善公立醫院護理人員約用比例案。  

考試院第13屆考試委員實地參訪護理專業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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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委員赴護理專業團體座談，關注護理人力荒與執照考試問題 
 

  考試院第13屆考試委員今(2)日首次與護理相關專業團體進行交流座談，希望聽取護理專業團體意見，以作為精進護
理考銓相關政策之參考。 
  考試委員109年度考銓保訓業務座談，於今日由王秀紅值月委員偕同吳新興委員、楊雅惠委員、周蓮香委員、姚立德
委員、伊萬．納威Iwan Nawi委員、何怡澄委員、以及考試院暨所屬部會相關主管人員等18人，前往台灣護理學會，與
該會及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座談。 
  考試委員上午抵達台灣護理學會，受到兩會陳靜敏理事長、高靖秋理事長率相關人員熱烈歡迎，隨即舉行座談會。
座談會由王秀紅委員、陳靜敏理事長及高靖秋理事長共同主持，王秀紅委員特別指出，兩會非常關心護理考銓議題，
目前醫事人員約33萬人，護理人力就有18萬人，蔡總統曾說過，護理人力與國軍數相當，都是保家衛國的主力。 
  在聽取兩會業務簡報後，就護理師專技考試全面改採電腦化測驗、提升護理師專技人員考試試題品質與題庫數量、
改善公立醫院護理人員約用比例等議題進行業務交流。兩會主要訴求包括：護理人力每年約有6,000多個人力短缺，如
採用電腦化測驗或隨到隨考方式，可及時補充人力；命題應以護理師職能分析研究為基礎，且須定期檢討試題鑑別度
與盤點題庫試題數；亦倡議改善公立醫療機構契僱人力進用比例。 
  考選部說明，電腦化測驗與認證合格電腦試場數之門檻有關，亦與試題之運用息息相關；至於試題之命擬，考選部
自102年開始，均審酌護理職能需求適度調整。銓敘部則表示，護理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涉及專技轉任條例有關轉任類
科、職系規定，目前正在檢討；提高護理人員師(一)級或師(二)級比率，則與各機關師級醫事職務級別員額配置準則
有關，影響層面較廣，需審慎研議。 
  考試委員表示，針對兩會訴求，如何更有效率、效能舉辦國家考試、解決電腦化測驗技術問題、提升試題鑑別度、
以及是否鬆綁專技人員轉任等，將請相關機關積極研議。座談會後，考試委員一行還參訪台灣護理學會歷史館，了解
該會建置雙語環境、國際領導人才培訓業務之辦理情形。 

考試院第13屆考試委員實地參訪護理專業團體 
考試院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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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綁護理專技人員轉任 考試委員：積極研議 
2020/12/02 20:23 

（中央社記者陳俊華台北2日電）考試委員今天與護理專業團體座談，對於是否鬆綁專技人員轉任，銓敘部說，
這涉及專技轉任條例有關轉任類科、職系規定，目前正在檢討；考試委員表示，請相關機關積極研議。 

考試院晚間透過新聞稿指出，109年度考銓保訓業務座談，由考試委員王秀紅、吳新興、楊雅惠、周蓮香、姚立德、
伊萬．納威Iwan Nawi、何怡澄及考試院暨所屬部會主管等人，今天與台灣護理學會、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
國聯合會座談。 

王秀紅表示，兩會非常關心護理考銓議題，目前醫事人員約33萬人，護理人力就有18萬人，總統蔡英文曾說過，
護理人力與國軍數相當，都是保家衛國的主力。在聽取兩會業務簡報後，雙方就護理師專技考試全面改採電腦化
測驗、提升護理師專技人員考試試題品質與題庫數量、改善公立醫院護理人員約用比例等議題進行業務交流。 

考試院指出，兩會主要訴求包括，護理人力每年約有6000多個人力短缺，如採用電腦化測驗或隨到隨考方式，可
及時補充人力；命題應以護理師職能分析研究為基礎，且須定期檢討試題鑑別度與盤點題庫試題數；倡議改善公
立醫療機構契僱人力進用比例。考選部說明，電腦化測驗與認證合格電腦試場數的門檻有關，也與試題運用息息
相關；至於試題的命擬，考選部從102年開始，都審酌護理職能需求適度調整。銓敘部則表示，護理人員轉任公務
人員，涉及專技轉任條例有關轉任類科、職系規定，目前正在檢討；提高護理人員師（一）級或師（二）級比率，
則與各機關師級醫事職務級別員額配置準則有關，影響層面較廣，需審慎研議。考試委員表示，針對兩會訴求，
如何更有效率、效能舉辦國家考試、解決電腦化測驗技術問題、提升試題鑑別度，以及是否鬆綁專技人員轉任等，
將請相關機關積極研議。 

考試院第13屆考試委員實地參訪專業護理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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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13屆考試委員實地參訪護理專業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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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13屆考試委員實地參訪護理專業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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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13屆考試委員實地參訪護理專業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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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公立醫院護理人員約用比例 

減少約用人員比例 

減少約用比例，釋缺
提供增加正式編制人

員名額  

減少約用人員比例 

增加專技人員轉
任公職缺額 

釋出缺額，增加正式編
制人員名額 

釋出缺額，增加正式編
制人員名額 

增加公職護理師
考試需用名額 

減少約用比例，釋缺
提供增加正式編制人

員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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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擴大專技人員轉任，放寬調任限制，以強化政府施政能量 
為因應外在環境變遷及機關專業用人需要，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銓敘部持續研擬專技人員轉任制度的變
革。繼109年10月15日於院會提出轉型構想後，為期政策務實可行，銓敘部密集邀集諮詢相關機關與人員
凝聚共識，並於考試院今(17)日第13屆第15次會議，再次提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制度
轉型構想賡續辦理情形」，提出未來轉型步驟及政策方向。 
銓敘部表示，本次所提方案，在兼顧機關業務需要及與現職人員權益衡平原則下，擬議務實可行，如擴
大專技高考類科及其得適用之職系、針對過去各年度錄取不足額類科提高專技轉任人員名額、成立遴選
委員會並納入相當比例外聘委員辦理遴選相關事宜、針對具碩士學歷且有一定年限執業年資研議得以薦
任第七職等直接任用、鬆綁資深績優專技轉任人員職系限制、縮短晉升簡任官等年資條件等，此外也將
研議新增公職律師、公職建築師職務辦理訴訟、設計、簽證等業務，以及按件計酬制度的可行性。以上
項目，如經修法通過，用人機關即得多元進用人力，並有效暢通現職專技轉任人員陞遷管道。 
黃院長表示，專技人員考試與公務人員考試均同為政府取才管道，在兼顧考試用人政策的前提下，這項
政策可以落實多元取才、用人彈性的精神，強化政府施政能量，提供更優質服務。惟在推動步驟上，應
將某些考試類科長期錄取不足額部分，作為第一優先應解決的問題，再擴大實施；此外，在提升現職專
技轉任人員陞遷權益及職涯發展規劃之際，也應兼顧現職人員之公平權益。 
最後，黃院長表示，本案尚有許多細節需進一步研議，請銓敘部參照與會委員意見，依照修法程序及時
程辦理，其中涉及行政院權責部分宜於與人事總處共組之工作圈中解決，期望在修法過程中能將擬議方
案內容闡述更詳細、更周延、更具體，穩健逐步建構完善的專技轉任制度。（109-12-17） 

銓敘部新聞稿 10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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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