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
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31 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中一字第 092010040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64 條；
並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30 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中一字第 0940100594 號令修正發布第 8、11、17、
19、24、26、29、30、33～35、39、4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26 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中一字第 0970100428 號令修正發布第 8、9、18、
23、26、29、35、36、38、40、42、47、48、53、5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24 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中一字第 0990100438 號令修正發布第 12～15、17、
24、25、26、30、34、35、36、40、54、55、58 條條文；並增訂第 27-1、30-1、33-1、34-1、36-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18 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中一字第 1000100322 號令修正發布第 9、10、24、
27、30、30-1、36-1、39、49、54～57 條條文；並增訂第 49-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3 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中二字第 1020200147 號令修正發布第 6～9、14、
17、18、21、23、25、26、29、30、36、36-1、50、54、55、59、60、6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10 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中二字第 1020204879 號令修正發布第 10、17、26、
30、33-1、34-1、36-1、38、48、5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勞動部勞動發能字第 l039800324 號令修正發布第 2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1 日勞動部勞動發能字第 l040515308 號令修正發布第 33-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3 日勞動部勞動發能字第 106051821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2、23、27、27-1、
33-1～36-1、39、41、4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27 日勞動部勞動發能字第 1080511011 號令修正發布第 19、20、26、27、
29、34、35、36、38、39、53、59、64 條條文；並增訂第 62-1 條條文，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109
年 1 月 1 日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職業訓練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所稱技能檢定規範，係指技能檢定之範疇、檢定級別、
工作項目、技能種類、技能標準及相關知識等事項，並作為學、術科測試試題
命製之依據與範圍。
第二章
職類開發
第 三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國家經濟發展政策、配合產業發展趨勢與就業市場需求，
辦理技能檢定職類開發與調整。
第

第

第

前項技能檢定職類開發與調整，得委託有關機關（構）、團體辦理。
四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優先辦理職類開發與調整：
一、依法令規定需僱用技術士者。
二、技術上與公共安全有關者。
五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辦理職類開發：
一、應納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者。
二、依法應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者。
三、知識與技術尚缺乏客觀評量標準者。
六 條 相關專業團體、機關（構）得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技能檢定職類開發與調整建
議案。

第三章

前項建議案應包括開發職類名稱、開發理由、預期效益、就業市場人力供需狀
況、職類工作範圍與主要工作項目等書面資料。
規範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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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

七 條

八

九

第四章
第 十
第 十一
第 十二
第 十三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技能檢定規範，必要時得委託有關機關（構）、團體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前項規範時，應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學校、訓練機
關（構）、事業機構或團體。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遴聘六人至十人，研訂各職類技能檢
定規範：
一、現任或曾任大學校院助理教授以上職務，並有相關科系五年以上教學經驗
者。
二、大學校院以上畢業，並有十年以上相關職類教學經驗者。
三、大專以上畢業，現任或曾任政府機關（構）或依法領有登記證 明文件之相
關機構、團體技術部門或訓練部門主管職位五年以 上或非主管職位八年以
上者。
四、高中職以上畢業，具有現已辦理檢定相關職類最高級別技能檢定合格者，
並在相關職類有現場實務經驗十年以上者或擔任相關職業訓練工作十年以
上者。
五、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
性質特殊職類之技能檢定規範得不受前項之限制。
條 中央主管機關遴聘前條人員，得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學校、事業機構、
職業訓練機關(構)及團體推薦；其經遴聘者，發給規範製訂人員聘書。
前項聘書效期，自聘任日起至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試題命製與閱卷
條 技能檢定學科及術科試題，由中央主管機關自題庫或以集中命製方式產生。
術科測試試題屬公開性質者，依試題使用說明辦理。
條 辦理學科測試或術科測試採筆試非測驗題之測試，辦理單位應集中辦理閱卷。
但學科測試以電腦線上方式測試者，辦理單位採電腦系統線上閱卷。
條 學科測試辦理單位採用資訊設備閱卷時，答案卡應以高感度及低感度各判讀一
遍，再以最有利應檢人之分數定其成績。
條 採用資訊設備閱卷時，遇有未依規定作答之答案卡仍可讀卡時，依下列規定處

理：
一、 於答案卡註記規定以外之文字或符號，致無法讀入全部答者，以零分計算。
二、 未依規定用筆作答，致無法正確讀入答案者，依讀入答案計分。
三、 擦拭不清、劃記太淡或劃記太大者，依讀入答案計分。
四、 單選題有二個以上答案者，該題不計分。
五、 應檢人污損答案卡致無法正確讀入答案者，依讀入答案計分。
第 十四 條 採用資訊設備閱卷時，遇有答案卡損壞無法讀卡時，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 經查證屬應檢人自行損壞，導致資訊設備撕裂該卡無法讀入者，以零分計
算。
二、 經查證屬作業過程中誤損或由資訊設備產生損壞者，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學科測試辦理單位影印該答案卡複製，重新讀入或以人工計分直接輸入電
腦。其影印本應註明原因並經共同簽章後，併同原答案卡由學科測試辦理

單位封印存檔。
第 十五 條

第 十六 條

閱卷採人工閱卷時，分為初閱及複閱，初、複閱應由不同人員擔任，並以複閱
之評分為該科目之成績。初、複閱分數有重大誤差時，應交由第三人重閱，並
以重閱分數為準。
前項閱卷及評分方式，試題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人工閱卷時，遇有應檢人未依規定作答之答案卷，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未用規定作答符號作答或用鉛筆作答者，扣該科測試成績五分。
二、作答劃記位置錯誤，或單選題有二個以上答案之劃記者，該題不計分。
三、塗改答案之劃記模糊不清無法辨識者，該題不計分。

四、答案卷上註記不應有之文字、符號或標記者，該科測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五章 測試作業程序
第 十七 條 技能檢定報名方式依該年度簡章辦理，報檢人報名後，不得請求撤回報名、退
費、退還術科材料、變更報檢職類、級別、梯次或考區。
遇有天災、事變或其他重大事故，致不能辦理測試，辦理單位另擇期安排測試，
報檢人不願參加測試時，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退費。
報檢人遇天災、事變或遭受職業災害，不能參加測試時，得檢具天災、事變證
明或經勞工保險局核定給付勞工保險職業傷害（病）給付證明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退費。
第 十八 條
第 十九 條

報檢人測試前死亡，其法定繼承人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退費。
同一梯次之同一職類、級別及項目之技能檢定，不得重複報名或應檢。
技能檢定分學科測試及術科測試。
學科測試採筆試或電腦線上之測驗題方式，必要時得採其他方式代替之。學科
測試成績採百分法計算，六十分為及格。
術科測試採實作方式為原則，不宜採實作方式者，得採下列方式辦理:
一、電腦測試。
二、模擬機具測試。
三、擬真系統測試。

四、筆試非測驗題方式。
五、其他配合科技發展、職類特性之方式。
前項術科測試成績採百分法或及格與不及格法評定之，採百分法者，以六十分
為及格。
學科測試及術科測試及格標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二十 條 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應將術科測試相關資料於測試十四日前通知報檢人。但術
科測試試題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二十一條 技能檢定學、術科測試答案卷 (卡) 或評審表，於評定後應密封保管，並自寄
發成績通知單之日起保存一年。但於保存期限內提出疑義者，保存五年。
丙級及單一級技能檢定報檢人員之報名表及證明文件應於受理報名日起保存一
年。但於保存期限內提出疑義者，保存五年。
乙級及甲級技能檢定報檢人員之報名表及證明文件應於受理報名日起保存五

年。

第二十二條

前三項資料由各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自行保管，保管起迄期限，並應列冊登
記。中央主管機關必要時得調閱，並得請其延長保管期間。
凡參與或辦理技能檢定人員，知悉或持有下列事項，應保守秘密，不得徇私舞
弊、洩漏或盜用：
一、學、術科測試試題。
二、術科測試評審標準及評審表。
三、學、術科測試試題之參考答案。
四、學、術科測試答案卷(含工件作品及評審表)。

五、成績有疑義之測試成績相關資料。
六、題庫命製、監場及監評人員之姓名及相關資料。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經預先公開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三條 應檢人為學科採電腦線上測試或術科測試辦理單位之試務相關人員時，應檢人
不得在原單位應檢。但術科測試辦理單位僅有一單位時，其監評人員應由術科
測試辦理單位事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指派非該辦理單位人員擔任監評及
閱卷工作。
第六章 學科監場及術科監評
第二十四條 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應遴聘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擔任學科測試及術科測試
採筆試非測驗題方式之監場人員：
一、現任或曾任各機關（構）委任或相當委任以上之人員。
二、現任或曾任公私立學校教師及職員。
學科測試採電腦線上方式之監場人員，應具備前項資格或為辦理單位之大專校
院以上畢業現職人員，且經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及測試合格者。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委任或委託之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應遴聘具監評人員資格者擔任
監評工作。
第二十六條 術科測試辦理單位依術科測試試題規定遴聘監評人員，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同一場次遴聘監評人員五人以下者，不得於同一單位遴聘超過一人。
二、同一場次遴聘監評人員六人以上者，不得於同一單位遴聘超過三分之一人
員，且最多不得超過四人。
三、同一之單位、檢定類別、梯次、職類及級別，其術科測試之監場及監評工
作期間未滿五日者，不得連續遴聘同一人擔任超過二日；達五日以上者，
不得連續遴聘同一人員擔任二分之一以上日數。
四、同一人員於同一月擔任同一職類監場及監評工作，累計日數不得超過十五
日。
五、不得聘請在辦理單位專任、兼任之授課人員及協同教學業界專家，擔任該
單位之學員或學生術科測試之監場、監評工作。

第二十七條

測試當日監評人員因突發事故無法全部到齊，或具監評資格人數不足之職類及
級別，得不受前項限制。
監評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迴避該試場之監評工作：

一、應檢人為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
二、現任或自報名梯次首日前二年內曾任應檢人之授課人員。
三、現任應檢人機關（構）
、團體、學校或事業機構之首長（負責人）或直屬長
官。
四、應檢學員或學生之現任術科測試辦理單位專任、兼任之授課人員及協同教
學業界專家。
五、其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
監場人員有前項第一款情形者，應迴避該試場之監場工作。
監場或監評人員有前二項所定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之情形時，學、術科測試辦
理單位應命其迴避。
第二十七條之一 監場人員在試場及試場附近，發現應檢人有意圖滋事、妨礙試場安寧、擾
亂檢定秩序或違規情事者，應立即告知及制止，並依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
六條之一規定處理。
應檢人有前項所定情事，經勸導不聽者，監場人員應報請測試辦理單位處
理；其情節重大者，應由測試辦理單位報請轄區警察機關處理。
第二十八條 監場或監評人員對應檢人於測試時提出試題有錯誤、遺漏等情事，致無法確切
辨別題意時，應立即聯繫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查證處理，不得自行更正。
第二十九條 學科測試及術科測試採筆試非測驗題方式之監場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
術科測試辦理單位得即時解除職務，並應通知中央主管機關及其服務單位：
一、 無故遲到十五分鐘或無正當理由缺席監場前講習。
二、 未能有效維持試場秩序。
三、 遺失試題、答案卷（卡）等文件。
四、 執行監場工作態度欠佳，與應檢人發生糾紛。
五、 未依第二十七條規定迴避。
六、 其他重大疏忽影響應檢人權益及測試事宜。
監場人員有前項情事，學術科辦理單位得視其情節不再遴聘。
第 三十 條 監評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查證屬實者，應停止遴聘其擔任監評工作二年：
一、不能前往擔任監評工作，未於術科測試前向術科測試辦理單位請假。
二、未有效維護試場秩序，致術科測試無法進行。
三、未充分熟悉術科測試試題內容及評審標準，致不能勝任監評工作。
四、無正當理由拒絕擔任指定術科測試場地監評工作。
五、遺失全份或部分試題、答案卷（卡）、工件或評審表等文件。
六、擅自對外宣告測試成績。
七、報名參加其所擔任監評職類技能檢定術科測試，並受聘擔任當梯次該職類
任一場次監評工作。
八、其他影響應檢人權益或測試事項之重大情形。
第三十條之一

監評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查證屬實者，應停止遴聘其擔任監評工作六個
月：
一、 無正當理由缺席監評前協調會。

二、 術科測試時，因疏忽未當場發現應檢人舞弊。
三、 術科測試時，離開監評崗位或從事其他與監評無關工作。
四、 術科測試時，向應檢人作與測試內涵有關之技能性提示。
五、 術科測試時，與應檢人交談非關監評事項。
六、 術科測試時，未將其通訊器材關閉。
七、 對應檢人評審表扣分項目，未詳實記錄扣分原因。
八、 測試成績核算錯誤。
九、 未參加監評人員違失講習。
十、 其他影響應檢人權益或測試事項之情形。
第三十一條

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應於每場次術科測試時，填寫監評人員執行監評工作考核紀
錄。
前項監評人員執行監評工作考核紀錄，經記錄有前條或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
辦法第三十九條所列情事之一者，應將該考核紀錄送請中央主管機關處理。
第三十二條 學、術科測試監場或監評人員於執行監場或監評工作時，對防止或發現應檢人
舞弊，有具體事實者，得由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給予適當獎勵或函請其服務
單位獎勵之。
第 七 章 學術科測試試場須知
第三十三條 學科測試應檢人應於預備鈴響時，依准考證號碼就坐。測試時間開始後十五分
鐘尚未入場者，不准入場，測試時間開始後四十五分鐘內，不准出場。但學科
測試以電腦線上方式實施測試者，不受測試時間開始後四十五分鐘內不准出場
之限制。
第三十三條之一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教育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障礙鑑定結
果函文者，於報名時得向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申請學、術科測試時間延
長百分之二十。
第三十四條 學科測試應檢人應憑准考證及附有照片足資證明身分之國民身分證、護照、全
民健康保險卡、駕駛執照、符合申請檢定資格之居留證或入出境許可證之身分
證明文件入場。
應檢人入場就坐後，應將准考證及前項所定身分證明文件置於桌面左前角或監
場人員指示位置，以備核對；並自行核對答案卷浮籤（或答案卡）姓名、准考
證號碼、職類、級別及試題等資料，發現資料不符或彌封角未彌封妥當，應即
告知監場人員處理。
學科測試應檢人進入試場，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自備文具用品應檢，且測試期間不得向他人借用文具用品。
二、除測試使用之文具物品外，應依監場人員指示放置。
三、禁止隨身攜帶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應、拍攝、記
錄功能之器材及設備進入試場應檢。
第三十四條之一
第三十五條

同一梯次報檢二個以上職類級別或項目，致類科測試時間或試場相同時，
報檢人無法應檢之職類級別或項目列為缺考。
應檢人於學科測試前或學科測試進行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取消其應檢

資格，予以扣考，不得繼續應檢：
一、冒名頂替。
二、持用偽造或變造之應檢證件。
應檢人於學科測試前或學科測試進行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予以扣考，
不得繼續應檢，其學科測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一、互換座位或試題、答案卷（卡）。
二、在試場內使用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應、拍攝、記
錄功能之器材及設備。
三、未遵守本規則，不接受監場人員勸導，擾亂試場內外秩序。
應檢人有前二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者，應於規定可離場之時間後，始得離場。
學科測試進行中應檢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其學科測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一、傳遞文稿、參考資料、書寫有關文字之物件或有關信號。
二、隨身夾帶書籍文 件、參考資料、有關文字之物件或有關信號。
三、不繳交試題、答案卷（卡）。
四、使用非試題規定之工具。
五、窺視他人答案卷（卡）、故意讓人窺視其答案或相互交談。
六、在桌椅、文具、肢體、准考證或其他處所，書（抄）寫有關文字、符號。
七、使用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電子計算器，經監場人員告知而仍繼續使用。
八、向他人借用文具用品。
學科測試結束後，發現應檢人有第一項、第二項或前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者，
其學科測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三十六條 學科測試應檢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學科測試成績扣二十分：
一、測試完後，發現誤坐他人座位致誤用他人答案卷（卡）作答。
二、拆開或毀損答案卷彌封角、裁割答案卷（卡）用紙或污損答案卷（卡）。
三、撕去卷面浮籤、於答案卷（卡）上書寫姓名或其他文字、符號。
四、測試時間開始未滿四十五分鐘離場。
五、測試中將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應、拍攝、記錄功
能之器材及設備隨身攜帶、置於抽屜、桌椅或座位旁。
六、使用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電子計算器。
七、自備工具等物品，未依監場人員之指示辦理。
第三十六條之一 學科測試應檢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學科測試成績扣十分：
一、測試開始鈴響前，即擅自翻閱試題內容、在答案卷（卡）上書寫。
二、測試時間結束後，仍繼續作答，或繳卷後未即離場。
三、測試進行中，發現誤坐他人座位致誤用他人答案卷（卡）作答，並即
時更正。
四、自備稿紙進場。
五、離場後，未經監場人員許可，再進入試場。
六、在測試場地吸菸、嚼食口香糖、檳榔或飲用含酒精之飲料。。
七、每節測試時間結束前將試題或答案抄寫夾帶離場。

第三十七條

學科測試應檢人繳卷時，應將答案卷(卡)及試題一併繳交監場人員，始得出場，

出場後，不得再進場。
第三十八條 術科測試時，應檢人應按時進場，測試時間開始後逾十五分鐘尚未進場者，不
准進場應檢；以分節或分站方式為之者，除第一節（站）之應檢人外，應準時
進場，逾時不准入場應檢。但術科試題上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術科測試採筆試非測驗題方式之應檢人準用第三十三條至前條規定。但筆試採
人工閱卷者，依第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三十九條 術科測試應檢人進入術科測試試場時，應出示准考證、術科測試通知單、身分
證明文件及自備工具接受監評人員檢查，未規定之器材、配件、圖說、行動電

第四十條

話、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應、拍攝、記錄功能之器材及設備等，
不得隨身攜帶進場。
依規定須穿著制服之職類，未依規定穿著者，不得進場應試，其術科成績以不
及格論。
術科測試時，應檢人應按其檢定位置號碼就檢定崗位，並應將准考證、術科測
試通知單及身分證明文件置於指定位置，以備核對。
應檢人對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提供之機具設備、工具或材料等有疑義者，應即時
提出，測試開始後，不得再提出疑義。
依前項提出疑義者，監評人員應立即處理。

第四十一條

術科測試應檢人應遵守監評人員現場講解之規定事項。
監評人員在試場及試場附近，發現應檢人有意圖滋事、妨礙試場安寧、擾亂檢
定秩序或違規情事者，應立即告知及制止，並依第四十八條規定處理。
應檢人有前項所定情事，經勸導不聽者，監評人員應報請術科測試辦理單位處
理；其情節重大者，應由術科測試辦理單位報請轄區警察機關處理。
第四十二條 術科測試時間之開始與停止，由測試辦理單位或監評人員依試題規定辦理，應
檢人不得自行提前或延後。
第四十三條 術科測試應檢人操作機具設備應注意安全。
第四十四條 術科測試之機具設備因應檢人操作疏失致故障者，應檢人須自行排除，不另加
給測試時間。
第四十五條 術科測試應檢人應妥善操作機具設備，有故意損壞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四十六條 術科測試應檢人於測試期間之休息時段，其自備工具及工件之處置，悉依監評
人員之指示辦理。
第四十七條 應檢人於術科測試結束後，應將成品、工件、未用完之測試材料等繳交監評人
員。中途離場者亦同。繳件出場後，不得再進場。
第四十八條 應檢人於術科測試前或術科測試進行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取消其應檢
資格，予以扣考，不得繼續應檢：
一、冒名頂替。
二、持用偽造或變造之應檢證件。
應檢人於術科測試前或術科測試進行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予以扣考，
不得繼續應檢，其術科測試成績以不及格論：

一、傳遞資料或信號。
二、協助他人或託他人代為測試。
三、互換工件或圖說。
四、隨身攜帶成品或試題規定以外之工具、器材、配件、圖說、行動電話、穿戴
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應、拍攝、記錄功能之器材及設備或其他與測
試無關之物品等。
五、故意損壞機具、設備。
六、未遵守本規則，不接受監評人員勸導，擾亂試場內外秩序。
術科測試應檢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其術科測試成績以不及格論：

第八章

一、不繳交工件、圖說或依規定須繳回之試題。
二、自備工具、工件及相關物品之處置，未依監評人員之指示辦理。
三、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
四、明知監評人員未依第二十七條規定迴避而繼續應檢。
術科測試結束後，發現應檢人有第一項或第二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者，其術科測
試成績以不及格論。
術科測試有分節或分站方式，經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予以扣考者，不得再參加各
分節或分站測試，其術科測試成績以不及格論。
試題疑義與成績複查之處理

第四十九條

應檢人對學科測試採筆試測驗題方式之試題或答案，或術科測試採筆試非測驗
題方式之試題，有疑義者，應於測試完畢之翌日起七日內，以書面載明下列事
項，向主管機關或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提出：
一、姓名、准考證號碼、地址及聯絡電話。
二、測試職類、級別、梯次及題次。
三、試題或答案有不當或錯誤之處，應敘明理由並檢送相關資料。
應檢人提出疑義之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應檢人提出疑義，同一試題以提出一次為限。
第四十九條之一 學科測試採電腦線上方式實施者，測試後不公開測試試題及答案。
術科測試採筆試非測驗題方式者，測試後不公開測試參考答案。
第 五十 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處理前條疑義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涉及試題實質內容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將應檢人所提疑義資料、試題及答案，
送請原題庫命製人員於七日內表示意見，必要時得邀請其他專家研商處理意
見，據以評閱答案卷並復知應檢人。
二、未涉及試題實質內容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逕行處理。
前項第一款之題庫命製人員，因故無法處理時，得另請其他題庫命製人員代
為處理。
第五十一條 學科測試試題或答案經查明有錯誤或瑕疵時，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 試題錯誤致無正確答案，該題一律給分。
二、 試題雖有瑕疵仍有正確答案或發佈之答案錯誤者，依修正之答案重新評
閱。

第五十二條

術科測試採筆試非測驗題方式之試題經查明有錯誤或瑕疵時，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 試題或其子題錯誤致無法作答時，該題或該子題不予計分，將其所占分數
調配至該科目其他各題或該題之其他子題。
二、 試題雖有瑕疵仍可作答時，依修正之評閱標準評閱。
第五十三條 應檢人於術科測試進行中，對術科測試採實作、電腦測試、模擬機具測試、擬
真系統測試或其他配合科技發展、職類特性方式之試題及試場環境有疑義者，
應即時當場提出，由監評人員予以記錄，未即時當場提出並經作成紀錄者，事
後不予處理。
前項試題疑義依第五十條規定處理。
第五十四條

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六條

應檢人對於學、術科測試成績有異議者，得於成績單送達之日起十日內，以書
面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申請成績複查，逾期不受理。
應檢人不得要求重新評閱、申請閱覽或複製答案卷（卡）及評審表、提供各細
項分數或術科測試試題之參考答案。亦不得要求告知題庫命製人員、監評人員
之姓名或有關資料。
第一項學、術科測試成績複查，各以一次為限。
中央主管機關或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對應檢人之成績複查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學科測試應調出申請人答案卡，核對申請人准考證號碼無訛，檢查作答方
式是否符合規定，並以資訊設備高低感度各重讀一次，確認分數計算與登
記無誤。
二、 學科測試以電腦線上方式實施者，應調出申請人電腦試卷(含作答結果)，
核對申請人學科測試編號無訛，檢查並確認分數計算與登記無誤。
三、 術科測試應將申請人之答案卷或評審表全部調出，詳細核對准考證號碼，
再查對申請複查之成績，並確認各項計算加總與登記無誤。
中央主管機關或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應將前項複查結果及各職類評分方式
函復申請人。原答案卷（卡）
（影印本亦同）不得寄給申請人。如因申請人作答
方法或使用工具不符規定，以致不能正確計分時，應將其原因復知申請人。
申請成績複查者，不得有第五十四條第二項之行為。

第九章 偶發事件之處理
第五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由測試辦理單位負責人或監評人員按所遲誤之時間，補
足測試時間：
一、 因試務工作疏失，致遲誤應檢人作答時間。
二、 試場分配或其他事項錯誤，致遲誤應檢人於規定時間抵達試場。
三、 學、術科測試場地、設備等設置不當，經決定另遷移至適當場所繼續測試。
四、 術科測試進行中遇有偶發事件，經決定暫時中止測試。
前項情形有可歸責於應檢人個人因素者，不予補足測試時間。
第五十八條 未依規定結束測試時間而提前收卷時，應按提前之時間占測試時間之比例加
分。但經確認收卷前即已交卷者，不予加分。
第五十九條 遇有停電、颱風、地震、空襲、水災、火災、闈場漏裝試題、試題遺失或其他
重大事故，致不能進行學、術科測試時，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於測試舉行前發生者，應由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決定。
如該測試另行擇期舉行時，應由該單位公告測試延期，並通知應檢人。
二、於測試進行中發生者，測試辦理單位負責人審視應中止測試時，應立即通
知監場（監評）人員收回全部答案卷（卡）或工件，其學科測試或術科測
試採筆試非測驗方式之時間不足二分之一者，依前款規定，另行擇期舉行；
已超過二分之一者，不再另行擇期舉行，其應檢人成績計算，依前條規定
辦理。
三、前款情形於術科測試時，由測試辦理單位處理。
四、術科測試須另行擇日辦理時，依術科測試試題所定遴聘之監評人員，不受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限制。
第 六十 條 因前條情形致不能進行學術科測試，需另行擇期舉行測試時，應重新命題。但
經中央主管機關確認無洩題之虞時，得採用原試題。
第六十一條 試務工作人員因疏失致應檢人答案卷(卡)裁割或污損時，應於試場紀錄表註記。
第六十二條 應檢人已作答之答案卷(卡)，於測試後登錄成績前遺失或毀損，致無法計算成
績者，應由測試辦理單位擬具處理意見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六十二條之一
學科或術科測試發生本規則未定其處理方式之偶發事件，由中央主管機
關決定之。
第十章 附 則
第六十三條
第六十四條

本規則所訂之各項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九年一月
一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