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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的台灣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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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珍宜

陳裕揚

得獎評語
本報導深入分析目前國家考試內容，並與他國公務員選拔方式進
行比較，藉以揭露我國考試機制與選才宗旨背離之荒謬，並探究
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取材獨特，視角犀利，善盡監督公共政策的
媒體功能。

考試院年耗125億元辦國考，用八股制度為國家徵才

失能的台灣科舉

平面類 國際新聞報導獎

低調神祕的考試院，掌握了公務員和專技人員的生殺大權，荒謬的千
年科舉制度，讓優秀人才不得不成為考試機器……。
不懂之乎者也，就考不上會計師；想推動客家文化，要能背出69個鄉
鎮機關，「雙盲取才」，讓用人機關總是所用非人。
一連串僵化的制度，恐將成為國家競爭力最大的絆腳石！

平面類新聞專題報導獎

【2017-02-20／今周刊／1052期／封面故事】

平面類兩岸新聞報導獎
平 面 類 新 聞 攝 影 獎

在「五院」當中，只有它，不是設址

考試院可能是「改革的路障」，認為掌理

於中正區，而是位處台北市「蛋白」的文

事項包括公職人員任免退休、養老的考試

山區。一直以來，考試院就像它的所在地

院，恐會成為年金改革最大的變數。事實

一樣，給人熟悉又陌生的感受。

上，考試院與台灣競爭力的高度相連，決

最近，這裡忽然成為新聞焦點。在熱
騰騰的年金改革議題中，立委柯建銘直指

不僅只於公務員退休制度。
去年，共將近五十萬大軍參加考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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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的各種考試，光是報名費就高達約八

題並不符合此一考試測驗其專業能力之目

億元！為了考試，這群人「每天念十個小

的。」曾擔任典試委員、資誠聯合會計師

時，斷絕所有社交、娛樂」的新聞時有所

事務所前所長薛明玲直言不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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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考選部也曾表示，「全職考生」確實

「目前考試太理論化，與實務脫

存在，他們辭掉工作，全天候準備國家考

節。」考選部前部長董保城坦言。台大政

試。

治系副教授彭錦鵬更批評：「台灣國家考

考選部統計，平均每位考生須考二．
八次才能金榜題名，換言之，平均每位考

眾多產官學界專家均異口同聲地明

生須準備長達近三年，才能如願擠進公職

言，攸關政府人才與競爭力的國家考試荒

窄門。

謬又離譜。而一連串荒謬，可以從填鴨式

這五十萬名考生，整整三年的產值，

的考題開始看起。

依據二○一五年台灣人均GDP（國內生產
毛額）約二萬二千美元計算，共三三○億
美元，就算全職考生只占三成，也高達一
百多億美元（約新台幣三千億元）。
耗費如此龐大的社會資源，但，考試
院真的能為政府找到最合適的人才嗎？考
生犧牲三年寶貴光陰，究竟是否獲得成為
公務員的技能？一連串出自專家學者口中
的答案，可能讓你吃驚與遺憾。
「目前的國家考試，只是製造一群
『考試機器』。」曾任考試委員與人事行
政局副局長的歐育誠嚴厲抨擊。
「以專門職業考試為例，目前部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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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效度是世界最落後的。」

背誦八股考題

綁架公務員思考

二○一三年高考客家事務行政類科
中，「客家歷史與文化」科目，出現了這
樣一則考題：寫出桃園縣、雲林縣、高雄
市、台東縣等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的鄉
（鎮、市、區）名稱。
要在這題拿到分數，必須完整寫出十
五個鄉鎮市區的機關名稱：中壢市公所、
龍潭鄉公所等，而全台共有六十九個客家
文化重點發展區，「除了死背，我想不出
還有第二個方法。」曾參加公職考試的

反觀最早實行現代化公務員考試制度
的英國，設計考題的邏輯完全不同：「小
鎮旁邊有一條河流，洪水問題日益嚴重，
規畫與公共工程部門指定該地為防洪方
案優先區域。該部門預算為七十五萬英
鎊……，建水壩、設防洪警報系統、築防
向部長提出建議。」
其中，每項政策方案都有詳細的描
述，考生不必死背，更沒有標準答案，而
是必須透過思考、分析、論證哪一個方案
《農訓》雜誌特約記者黃重豪無奈之餘，

才是最適合該小鎮的政策。

也幽默表示，對那些能正確背出全部答案
的考生，他致上最高的敬意。

日本》重邏輯、實務及個人素質

英國》考決策應變，沒標準答案
公務人員考試偏向記憶背誦，使得周
邊相關補教出版產業，也紛紛主打「記
憶」必勝法，出版例如「七大榜首記憶
法，包你過目不忘」、「榜首決勝祕訣：
記憶有步驟，每天都睡飽飽！」等等幫助
記憶的工具書，以吸引考生購買。「現在
造考試機器。」歐育誠痛心地表示。

重思考、邏輯分析能力，中央警察大學行
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吳斯茜的研究認為，
更能測驗出應考者的應變能力和解決問題
的綜合能力。
日本於二○一二年對國家考試進行大
幅度的改革，改革重點就是「著重邏輯思
考、實務能力以及個人素質，勝過於細部
知識。」反觀台灣的國家考試，大部分科
目與試題仍以學術性學科為主，成為「類

因寫信給行政院院長林全而聲名大噪

研究所考試」。目前，僅有警察特考於一

的菜鳥公務員林于凱，對「考試機器」的

一年首度打破學科式考科的限制，創先例

評語頗有體悟：「我們太習慣去選擇一個

地設立「警察情境實務」、「警察情境實

對的答案，或者是有框框的答案。這種框

務概要」等獨立科目。

架式的思考帶進公務界中，很可能變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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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科書怎麼寫，考生答案就怎麼寫，製

（Situational Judgement Tests，SJT），看

平面類兩岸新聞報導獎

此種強調實務的「情境式判斷測驗」

平面類 國際新聞報導獎

洪牆、建立新的排洪道，以上四方案，請

平面類新聞專題報導獎

變革』。」

務人力發展的局限所在。」林于凱說。
他舉了自己考上公務員後、在訓練考
試時看到的考題為例。
A.改變 B.變化 C.變革 D.突破
四個選項究竟有何差別？對於這種
跳針似的答案選項，林于凱無奈地解
釋，「答案是變革，只因組織理論將
『Organizational Change』翻譯成『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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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技瞎考古文「美國也沒考莎士比亞」
除了考試題目僵化死板外，更荒謬的

上述題目，讓人誤以為是參加中文系

是，在不少專家學者眼中，國家考試甚至

考試；事實上，它卻是去年「會計師」考

「考錯科目」。何謂考錯科目？「考試所

試的國文考題。

測量的知識，真的是他工作上所需要的知

國家考試除了公務人員考試外，另一

識嗎？如果不是，那就會出問題了。」行

大類是律師、會計師等「專門職業及技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施能傑說明。

術人員證照考試」。後者，測驗的目的按

施能傑舉例，「人事行政領域最重要

理在於「專業技術」是否合格；但在錯誤

的專業知識就是人力資源管理，但是在公

的考試科目與荒謬的考題設計之下，曾經

務人員考試的人事行政類科裡，竟然沒有

有個真實案例，一位會計師應考者，專業

人力資源管理科目。」此外，一般行政類

科目全部獲取高分，卻因為國文始終沒通

科中的總務人員，最需要的就是《政府採

過，被迫放棄成為會計師，實為國家人才

購法》專業知識，卻也沒有列入考試範圍

損失。

內。
政府大部分的工程建設都是外包，土
木類科公務人員的工作因此常涉及採購、
驗收、發包等業務，熟悉《政府採購法》
才可以幫助公務人員防弊興利。但目前，
土木技師考試完全沒有列考《政府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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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土木工程類科的公職考試則是比重
過低。施能傑表示，「必須把筆試的效度
與工作的連結性進行改善。考試的內容與
未來工作所需要的最核心的知識，要有高
度相關性。」
國家考試除了「該考的科目不考」，
還有「不該考的卻必考」的荒謬現象。
沈括曾謂「吳人多謂梅子為『曹
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為『右
軍』，以其好養鵝也。」下列「」中詞
語，何者用法與上述「曹公、右軍」不
同？
A.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B.我本楚人狂人，鳳歌笑「孔丘」。
C.余他日再讀「仲景」，方省其旨。
D.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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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論題設計，即可鑑別文字能力
「背誦八股文與會計師專業毫無關
聯，美國的會計師考試難道得考莎士比
亞？」既是會計師又曾擔任國文科命題委
員的薛明玲表示，「許多專業科目都是申
論題，從中已經同時具有鑑別文字表達能
力的功能。」
事實上，大部分專技考試已取消國文
科目考試，例如醫師考試，早於二○○二
年，就廢除國文與中華民國憲法兩科目。
至於中醫師特考，因為中醫藥典與醫書是
由文言文撰寫，至少仍與專業有關。

平面類新聞專題報導獎
平面類 國際新聞報導獎

平面類兩岸新聞報導獎

平 面 類 新 聞 攝 影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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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盲取才沒效度

助長「借牌」歪風

最後，讓國家徵才更雪上加霜的，是

反過來講，公職新鮮人到分發以前，

選賢與能的國家考試，竟然是「盲選」，

也完全不知道自己未來的工作機關和職

也就是未經面試，僅靠筆試「一試定終

務，究竟是否符合自己的能力與志趣。對

身」。根據彭錦鵬的研究，初任公務員報

此，政大公共行政系教授蘇偉業就形容，

考人數中需要口試者，比率不到一成。

攸關國家競爭力的國家徵才，竟然像是

筆試徵才有沒有效呢？美國政府曾對

「雙盲」。

三一一位有雇用人員經驗的政府主管，進
行全國性調查，發現在各項徵才方法中，
「工作經驗」是最能預測人才適用與否的
指標，其次就是口試；至於筆試，排在十
項方法當中的倒數第二，僅高於「大學排
名」。如此的效度，前提還是指設計優良
的筆試，若是僵化的八股考試，效度恐怕
更低。
「筆試只能測量對專業知識的了解，
並不代表他能不能做事，也不能代表他的
特質。」施能傑解釋。也就是說，只靠筆
試定江山，用人機關在人員報到前，可說
完全不清楚「來者何人」，更無從得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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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作能力與人格特質。

缺乏理想，上榜九成只為鐵飯碗
一場國家考試，從荒謬的考題、科
目，到「筆試定江山」及「雙盲選才」，
其結果，往往就是「會考的不會做」，
「有能力、有熱情的考不上」。舉例來
說，去年一場地震造成台南維冠大樓倒
塌，傷亡慘重，也把建築師借牌文化的問
題震出枱面。「土木工程技師，只有考學
科，不需要有工作經驗，所以考上後，有
些人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可以借牌給別人
了』，自己卻不敢直接去做設計。」考選
部前部長董保城直指問題所在。
相反的，數度獲得美國紐約建築師協

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陳敦源的最新研究看

士學位的台北市都市發展局局長林洲民，

出。根據他對公職考生在考前與考後的問

卻是被台灣建築師考試打敗的經典案例，

卷調查研究發現，考上的大部分是屬於

至今未能取得台灣建築師執照。「台灣建

「看重公職穩定待遇與福利」的保守型族

築專業發展最大的絆腳石，就是陳年落

群，比率高達九○％；而在考試前問卷中

伍、僵化迂腐的建築師考試。」交通大學

表達「對公職有服務理想」的考生，金榜

建築研究所教授、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副

題名的比率反而偏低。

至於「有熱情的考不上」，可從政治

老掉牙的假公平

考試院三大癥結

國家考試有上述這麼多的荒謬之處，
究竟問題癥結為何？國家徵才會與實務脫
節，考試效度愈來愈差，為何不見改善？
「掌理考試、任用、銓敘、考績、級
俸、陞遷……。」這是《憲法》對考試院
的任務定義。換言之，雖然名為「考試」
院，實際上，這個單位卻更像是掌管文官
體系之「人事總處」。為了維持獨立性，
《憲法》讓考試院的地位與行政院平起平
坐，但真正執行起來，「就發現寸步難
他解釋，全台有九八％的政府機關都
隸屬於行政院，考試院根本無力行使人事
管理權，因此，行政院才在一九六七年成
立人事行政局（現已改制為人事行政總
處），負責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機關的
人事行政，包括人力規畫、進用、訓練、
考核、待遇、福利等。
但這並未解決考試院先天定位的問
題，「生小孩的家庭（考試院）和養小孩
的家庭（行政院）不一樣。」董保城以此
形容其中的矛盾。他解釋，考試院負責選
才、分發，但根本不知道「寄養家庭需要
什麼樣的孩子」；也不知道「這個孩子想
去怎麼樣的寄養家庭」。

題，包括「考試題目、科目與實務需求脫
節」或「人不對職」，抑或公職新手發現
所屬單位性質與自己的志趣不符，導致熱
情低落。
此外，考試院因為不是用人機關，每
年大部分的職務缺額，都必須委由人事行
政總處調查。但從調查、公告到考試、閱
卷，曠日廢時，前後長達十個月，根本緩
不濟急，無法解決用人機關的迫切需求。
「只有用人機關才最清楚他們需要什
麼樣的人才，應該由用人機關來負責考選
業務。」董保城說。但如何讓「用人權」
回歸「用人機關」？「考試院可以授權各
個用人機關，辦理人才招考。例如，授權
各縣市政府辦理地方特考，專技考試則授
權給職業團體。」歐育誠舉例，日本中央

平 面 類 新 聞 攝 影 獎

行。」歐育誠坦言。

影響所及，就是衍生出前面提到的問

平面類兩岸新聞報導獎

這就必須從考試院的DNA談起。

癥結一》考非所用，人不對職

平面類 國際新聞報導獎

董事長張基義，曾對此投書重炮抨擊。

平面類新聞專題報導獎

會年度設計獎肯定、擁有哈佛大學建築碩

機關所用的公務員是由中央來招考，而地
方機關則是由中央授權地方辦理，真正達
到考用合一。
「有人擔心，害怕地方政府做不好，
但可以小規模地先試辦。你不做，就永遠
沒機會做好。」歐育誠說。
事實上，問題永遠不在於缺乏改革方
案，真正的挑戰是，缺乏一個具有改革機
制的組織。年金改革議題中，外界批評
9

考試院成為最大的改革路
障，認為考試委員多為政
治酬庸，並將焦點放在委
員人數多寡上。
然而，考試院改革大
不易的問題，與其說是委
員人數多寡，不如說是決
議方式出了問題。考試院
的最高權力機構是院會，
院會是由考試委員所組
成，因此是「合議制」。
合議制本身並無問題，但
是「不投票」的合議制，
就可能成為改革的絆腳
石。

癥結二》
合議制易擺爛，改革難
一般合議制是多數決，但根據考試院
祕書長李繼玄去年十一月在立法院的答

第三十一屆吳舜文新聞獎得獎作品專集

詢：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到目前為止(也
就是二○○八年八月至去年十一月)，考
試委員在院會中「都沒有投票」、都是共
識決。
曾在一二年至一五年擔任考選部部長
的董保城提出觀察：「考試院的文化，從
來不願意用多數決當壞人，所以如果考試
委員之間有人意見相反，其中一方就會禮
讓、作罷。」「合議制變成擺爛制！」他
的批評愈說愈重。

學術領域，卻有審查考試院相關法案之
權，造成改革不力之外，考試委員的「高
度學術化」背景，也被認為是導致考試科
目、考題與實務脫節的主因之一。
依據《典試法》，國家考試必須先選
出「典試長」，實務上通常是在考試委員
之間抽籤決定；而後再由典試長邀請專業
人士組成「典試委員會」，負責命題閱卷
等事宜，並依考試科目將各委員分組，從
典試委員中指定一位擔任召集人。

癥結三》
命題僵化，養出「考霸」

此外，考試院的政策制定機關為考選

往往，典試長會從各個考試委員中挑

部、銓敘部、保訓會，但二部一會的首長

選召集人，在此結構之下，「高度學術

不是考試委員，不僅在院會中沒投票權，

化」的考試委員主導命題，考試的題目與

造成「有責無權」的失衡怪象，當然也就

科目自然也就直往學術化的一端傾斜。

更不利於推動各種會衝擊現狀的改革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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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質疑，考試委員多僅專注在各自固有

這套運作模式，也衍生出其他的爭議
問題，據聞，有護理師背景的考試委員，

事實上，考試委員的組成，已被認為

卻擔任律師考試的典試長；而立委李俊俋

是許多枱面上問題的重要根源。除了部分

也曾質詢，典試長抽籤決定，可能造成

平面類新聞專題報導獎

「律師考試的典試長或許
非法律背景」。
此外，考試委員長期
主導命題，也可能只找自
己熟悉的團隊命題，產生
所謂「考霸」問題；據考
試院統計，二○一四年共
員，但其中有一一五八位
已是連續三年參與典試工
作。
「技術、實務性的東
西，學校老師不懂也不
會，技職體系的崩解，讓
情況更雪上加霜。」台灣

↑考試院「以和為貴」的合議制，讓改革寸步難行。

鴻源憂心。而既有大學教師身分又是執業
會計師的盧聯生，則建議典試委員、命題
委員，應該學界與實務界各半。
為解決專技考試「考用分離」問題，
董保城在任內推動大地工程技師考試改
革，讓真正有實務能力的人，才能取得證
照。大地工程技師公會前副理事長陳江淮

能夠獲得國家正式的肯定，這是很重要的
改革，讓工程界活絡起來。」
千年科舉考試最大的貽害是扼殺思考
與創意，如今，欠缺篩選人才效能的考
科、考題，長期盤踞國考領域，而廣大考
生的熱情與政府競爭力，則像錯誤制度下
的犧牲品。考試院，真的不改不行。

平 面 類 新 聞 攝 影 獎

表示，「今年有很多過去對國家有卓越貢

獻，在地工界赫赫有名的老工程師，終於

平面類兩岸新聞報導獎

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李

平面類 國際新聞報導獎

遴聘三○八三位典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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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董保城：只要一人反對，其他委員就不敢講話……

為何國家考試舉才失靈？
前考選部長第一手告白
考試委員制度問題重重，連帶引發國家考試「重學科、輕實務」疑
慮，考選部前部長坦言：「合議制是多數決，但考試院文化從來不願
用多數決當壞人。」

編按：最近，隨著考試院被點名為

一試，考技術理論，錄取四○％，這四成

「年金改革障礙」的話題延燒，考試院的

的人接著會被分配到國家認證的大地工程

合議制問題也浮上枱面，而在二○一二到

技術事務所，或到營造廠實習一至兩年，

一五年擔任考選部部長的董保城眼中，考

一千多個小時，經認證後，才能參加第二

試委員制度不僅問題重重，也是國家考試

試，考實務經驗，通過後，才發職業執

舉才失靈的重要原因。以下為訪談內容：

照。

第三十一屆吳舜文新聞獎得獎作品專集

《今周刊》問（以下簡稱「問」）：
公務人員考試或專技考試，是否有外界批
評的「重學科、輕實務」情況？

注重實務的原因是什麼？
答：考試委員有十九人，大部分都是

董保城答（以下簡稱「答」）：考選

來自學術界（文、法、商、工、經濟），

部有個國家考試職能分析專區，可讓公

所以考試院是高度學術型，這樣的缺點在

務員了解職缺的核心職能。照理，國考

於考試科目會變得學科化，因為他們只知

科目、方式，應該也要照著這些職能標

道學校裡面是這樣寫。

準做，應有相對應的考試方式；但現在沒
有，只考學科，等於是研究所考試的延

比如專利師考試，我曾經問智慧財產
局應該要考些什麼？

伸。
像我們土木工程技師都不用工作經
驗，只考學科，我聽很多人講，考上後
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可以借牌給別人
了。」他不敢自己直接做設計，大概要
兩、三年後才敢，所以應要求學生有工作
經驗再考國家考試。
我當時（按：一五年七月六日）曾改
革一個大地工程技師考試，畢業後先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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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從考試院結構來說，國家考試不

他們說應該要考專利申請書要怎
麼寫，結果就有考試委員就說：
「學校沒有教耶！」
學校的確不會教這些，因為學校裡九
九％是老師，他們不會太實務的東西，導
致學校過度理論化、學科化，考試方式也
很難多元化。

平面類新聞專題報導獎
平面類 國際新聞報導獎

其他性質的測驗？
答：企業雇用新人，會閉著眼睛用人
嗎？

只有一○％，我覺得應該增加到二○至三
○％都可以。不過，口試應該是要在有了
工作經驗之後再來考，那樣的口試才有意
義，沒有工作經驗的口試，不會有深層的
東西。
問：目前的考試委員制度有什麼問
題？
答：考試院院長、副院長不是由考試
委員來兼任，這樣沒辦法做事。

企業用人都是口試為主，口試過程
中，只要看對方的反應，就很容易看出端

樣，筆試有標準答案，但是社會上生存沒

考試院院長沒有考試委員資格，
只有主持委員會議的份，無法參
與決議。

有標準答案啊！口試是用說服的能力讓他

另外，為維持相對獨立性，考試委

的答案可以被接受，這樣比較符合時代。

員、院長、副院長有六年任期保障，可是

若對公平性有疑慮，可用制度設計讓

部長沒有任期，隨時可以走人。部長可以

陽光進來、透明化。其實，每場口試有五

說是有責任，但沒有權，而且做太多還會

位口試委員，要掌握大家並不容易。

被試委罵。

倪，叫他DEMO（示範）一下就知道是不
是真的會做。我們現在好像還是科舉一

另外，像法國司法官口試是開放旁

考試院合議制基本上是多數決，但考

聽，和我們碩士考試一樣，這樣也能讓陽

試院文化不願用多數決當壞人，所以如果

光進來，考試透明化。而且現在口試成績

試委之間意見相反，可能其中一方就會禮

平 面 類 新 聞 攝 影 獎

現在只有台灣公務單位，閉著眼
用人，只要提報開缺，就塞一個
人來。

平面類兩岸新聞報導獎

問：公務員考試是否應該增加口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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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而作罷。例如，我曾推動司法官可部分

望各位委員支持，而且考選部裡有兩百多

由律師累計三年經驗轉任，就被委員反

人的團隊，每天都在對考試制度做研討、

對；只要有一人反對，其他委員就不敢講

規畫，但考試委員下面只有一個行政祕書

話，大家都不想互相得罪。

而已。

我在的那八年，（考試院會）幾
乎都沒有投過票，只看他們投過
一次票！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配置是九位考
試委員，且院長、副院長、考選
部部長、銓敘部部長、保訓會
（主委）在院會裡面作為當然委
員，

這不是說哪位委員讓考試院變差，只
能說是整個結構制度造成的。
問：當初在考試院內推動改革，遇到
障礙是什麼？
答：我當初每天被（試委）罵，理由
是點子太多、衝太快，甚至被考試委員譴
責（按：一五年四月考試委員對董保城提
出譴責）。
但他們（試委）不是立委也不是監察
委員，按理無權發動譴責。我們上去報告

以找人力資源專家（Human Resources，
簡稱HR）、測驗專家，不應該找學科專
家。
因為學科專家做久了，找典試委員命
題時，就會有自己熟悉的團隊，造成出題
的壟斷性；但這樣也不能怪考試委員，因
為這涉及到信任問題。

第三十一屆吳舜文新聞獎得獎作品專集

想要做的事情，他們可以提問，可以不同

測驗專家只是負責測驗技巧和測驗的

意，但最後責任要我們部長負責。試委、

理論，比如選擇題是要複選或單選、需不

考試院、三個部會（按：考選部、銓敘

需要倒扣？到底要筆試、口試，還是設計

部、保訓會），基本上大家是一體的關

心理測驗，才能選出好人才？他們只要負

係，他們也是行政權的一環（等於自己罵

責測驗的理論而已。

自己）。這個制度，會讓試委自我感覺良
好。

比方說，若找HR當試委，他就能分
析我們要考出怎樣的人才、我們的專業證

而且考試委員領的是部長級待遇，其

照需要怎樣的人、設立怎樣的科目、如何

實應該接受民意監督（按：試委不須常態

讓測驗公平？以後這些專家就是任務編組

性赴立院備詢）。

制，不會像現在這樣，國文方面就是考試

問：從制度面改革，較合理的組織設
計為何？

委員何寄澎在掌握，他要誰來命題就誰
來，那樣就不對。這樣他連任十二年都是

答：現在考試院院長、副院長都不是

他在玩，都是他的朋友在出題，變成「考

考試委員兼任，試委須經過立院同意，他

霸」。而這不能全怪他，這是制度造成的

們就會認為部長沒有民意基礎；但如果政

問題。

策出問題，卻都是部長出來挨罵、負責下
台。
我認為如果讓部會首長、考試院院
長、副院長有考試委員資格，作法就會不
一樣，比如我可以說我要對政策負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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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剩下的四位考試委員，建議可

借鏡》送高中生出國、打造青年「儲備幹部」

不玩背書比賽
英、星國這樣養出好公務員

階公務員的養成從高中就開始，每年由最

絕大部分僅以筆試成績決定錄取，其公平

高人事機關「公共行政委員會」篩選出數

性備受讚賞，鮮有人質疑。但在台大政治

十名最優秀的高中生，送往國內外知名大

系副教授彭錦鵬的眼中，台灣考試雖然公

學讀書，全程由政府公費補助，且每年暑

平，卻是世界最落伍。

假政府機關會安排見習。而在學成歸國

「我們有沒有考到適合職位的人呢？

後，經過數年見習過程中的嚴格考評，就

答案是趨近於零！」彭錦鵬發出感慨，他

可進政府機關高層服務；若未通過，則調

認為公務員考試除公平考量外，還應考慮

往一般職。

測驗的「效度」，所謂效度，指的是「考

此外，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施

試方法」和「欲篩選能力」，兩者相關的

能傑曾於二○○九年的研究中指出，台灣

程度。

中高階文官的年齡層偏高，不利於接受新

平面類兩岸新聞報導獎

目前公務員主要進用管道的高普考，

平面類 國際新聞報導獎

考試院時常以公平的「科舉取士」自豪。但若論「效度」，卻是世界
倒數。看看英國、新加坡的公務員考試，我們還可以這樣考！

平面類新聞專題報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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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觀，與回應民眾新穎的需求，而新
加坡的這套模式，是以實習過程的實作績

辦事績效決定晉升

效決定公務員的晉升，也能解決公部門

不計輩分

「排資論輩升遷」的老化問題。
以考選部公布的「核心職能」來看，
公務員應具備服務熱忱、團隊合作、資訊

英國》快速升遷，直達高層

文書處理……等工作能力，但這些能力顯

類似企業儲備幹部

吸引新鮮人

然無法只用背誦為主的筆試鑑別出來，彭
錦鵬就曾在研究報告直指，台灣公務員注
重筆試的選才效度，堪稱世界倒數。

台灣除了新加坡這套解方，也可參考
英國高階文官的Fast-Stream（快速升遷）

若問公務員辦事效率、表現最好是哪

甄選制。概念類似企業儲備幹部，未來可

個國家？「答案很簡單：新加坡！」彭錦

直升高層，廣受英國年輕人青睞，常入選

鵬回答。而他認為，新加坡公務員效率

大學畢業生最受歡迎工作前十名。

佳，與公部門選才、取才過程的務實評估
絕對有關。
就高階公務員的部分來說，新加坡高

平 面 類 新 聞 攝 影 獎

新加坡》公費栽培，考評嚴

英國「快速升遷」，前半段只須在家
上網就能完成，考邏輯推理、情境模擬，
例如給歷年天災統計圖表，要考生推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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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災害次數。由於不考背誦記憶，且限

分發，進來的人常常不是自己第一志願，

定數十分鐘作答時間，所以不怕作弊。後

容易缺乏工作熱忱。

半段測驗，考生則要在倫敦評量中心接受
面試。
面試內容為政府決策模擬，考生被賦

台灣》沒口試，閉著眼用人
分發單位沒得挑

像「強迫中獎」

予情境，像是地方政府編列防洪預算，請
考生從建立警報系統、蓋水壩、防洪牆或

「只有台灣公務單位，是閉著眼睛用

建立疏洪道等方案中選擇，並做成簡單報

人的。」前考選部長董保城憤慨說道。先

告上台發表，為自己的方案辯護，考驗應

進國家中，僅台灣以筆試合格為公務員主

試者的溝通表達、說服力與抗壓性，鑑別

要錄取標準，還用強迫中獎的方式分發進

出決策能力。

機關，用人機關無挑選權利。其他國家如

如果是一般公務員，英國和新加坡則
是採「機關報缺、自行招募」的方式，而

新加坡、英國、香港的一般公務員，則採
類似企業開缺後個別甄補的方式。

且依照職位不同需求，可用不同考試方

即使是與台灣同樣採用大規模統一考

法。類似於私人企業面試新進員工的方

試的日本、中國，其公務員考試至少都有

法，審查員工的學經歷背景，並經過口試

口試，且合格後並非直接錄取，還要由用

就能決定錄取。相較於台灣，一個單位出

人機關進一步面試，於合格者中篩選一定

現缺額時，要考試分發和訓練完畢後才能

比率錄取。畢竟，用人機關和考生面談

補人，足足要等一年。而且依照成績志願

過，才能降低所用非人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