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

問答集

國家文官學院 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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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及教材
一、問：基礎訓練目的？
答：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分為基礎訓練與實務訓練；其中基礎訓練
是為了充實初任公務人員應具備之基本觀念、品德操守、服務態度及行
政程序與技術為重點，由文官學院主辦，或洽商其他訓練機關（構）學
校，以租借場地方式合作辦理訓練。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3 條、第 5 條、第 6 條】
二、問：基礎訓練一定要參加嗎?
答：（一）原則要參加，按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
考試錄取人員訓練為考試程序之一環。考試錄取人員須通過基
礎訓練及實務訓練，並經核定成績及格，始完成考試程序，取
得考試及格證書。
（二）例外情況不用參加。如有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18
條規定之情形者，應於報到後 7 日內，由實務訓練機關，函送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准免除基礎訓練。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1 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第 18 條】
三、問：基礎訓練期間課程內容有哪些？
答：（一）本項訓練包括「公務管理與優質服務」、「公務知能與行政技
術」、「文官倫理與價值」、「公務法律與應用」、「義務責
任與權利」及「國家重要政策與議題」等單元。可於文官學院
官網/訓練主題/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課程教材項下查詢。
（二）為促進受訓人員情誼及擴增工作視野，開訓首日或次日，於各
班安排「自我介紹」課程，請受訓人員就「生平感受最深刻之
事蹟」及「於機關中擔任何種職務及工作項目」進行分享，上
台報告時間，每位受訓人員以 1-2 分鐘為原則。
（三）結訓當日進行學習心得分享課程，須於結訓當週之週一以前，
完成線上填寫學習心得分享，分享字數以 200 字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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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基礎訓練為何安排英語課程？進行方式？
答：為強化新進公務人員公務英語運用能力，提升未來在職務發展的需求，
強化國際接軌的能力，分別安排「公務實用英語（基礎篇）」數位課程
及「公務實用英語」實體課程。
（一）「公務實用英語（基礎篇）」數位課程：課程主題包括「政府體
制介紹」、「我國國情介紹」及「機關及職務介紹」，於調訓
函註明學習路徑，請受訓人員訓前完成學習，以利銜接實體課
程。
（二）「公務實用英語」實體課程：依受訓人員執行公務需要設計課程
教材，第一階段課程由講座進行課程引導及小組討論，第二階
段進行小組成果發表及講座講評，除透過講座講授課程外，並
採小組成員共同研討演練、小組成果發表等方式發揮共學之功
效，透過生動活潑、團體學習方式，提升學習成效，讓受訓人
員得以活用所學並實際運用於公務職場。
五、問：如擬於參訓前事先預習本項訓練課程，有無相關教材可供參考?如何上
網學習數位課程？
答：（一）訓練教材將於第 1 梯次開辦 1 至 2 週前刊載於文官學院官網/訓
練主題/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課程教材項下，受訓人員可預先上
網學習；至紙本教材將於開訓當日發送。
（二）數位課程學習：請至「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
（https://elearn.hrd.gov.tw/）」線上學習平台註冊並學習，其中
必選科目為「智慧政府與數位服務(基礎篇)」、「公務實用
英語（基礎篇）」、「公務倫理與核心價值」、「公務人
員保障制度與實務」、「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與實務」6「智
慧政府與綠能矽島」及7「幸福家園-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等 7
科合計 16 小時數位學習課程，未於結訓前完成將依規定扣分；
又「公務禮儀」及「專題研討實務-政策分析工具」等選修課程，
以及學習平臺所提供之其他各項課程，請受訓人員視個人學習需
求逕行選讀；另請下載本學院 APP 應用程式，便於查詢參訓相關
訊息。資訊系統操作服務信箱：eservice@nacs.gov.tw。
六、問：基礎訓練所發之教材，是否會回收?可否在教材上做筆記?
答：文官學院所提供教材均不回收，可由受訓人員視學習需要於教材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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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筆記，並於訓後帶回參考使用；另外，文官學院亦會提供康乃爾筆
記本，予受訓人員進行課程重點整理。

貳、編班調訓
一、問：已到實務訓練機關報到，何時可接受基礎訓練？地點如何排定？基礎
訓練調訓名單何時公告？
答：（一）依考試錄取人員報到日期之先後，配合文官學院排定之年度訓
練檔期，以先報到者先辦理編班調訓作業為原則。
（二）受訓地點安排，文官學院以受訓人員「實務訓練機關所在地」
及受訓人數、訓練班所檔期、容訓量、宿舍床位數量等因素進
行編班。
（三）各梯次調訓名單於開訓前 1 至 2 週公布於文官學院官網/訓練主
題/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調訓查詢項下。
二、問：何時可收到調訓函？
答：文官學院於開訓前 1 至 2 週，寄發調訓函至實務訓練機關，通知受訓
人員準時報到參訓，另受訓人員可於文官學院官網/訓練主題/考試錄
取人員訓練/調訓查詢項下。
三、問：基礎訓練之編班調訓原則為何？
答：（一）先報到先編班：原則上依考試錄取人員報到日期之先後，配合
文官學院排定之年度訓練檔期，先報到者先辦理編班調訓作
業。
（二）混合編班調訓：在考量專題研討課程實施與強化受訓人員互動
交流面向，兼採男女平均、類科多元槪念，以達提升培訓成果
之實效。
（三）檔期及教室容量：根據文官學院訓練檔期，以及各協訓班所提
供檔期、宿舍之容宿量及教室容訓量通盤考量。
四、問：有哪些事由可申請變更調訓梯次?
答：（一）結婚。
（二）喪假。
（三）分娩。
（四）流產。
（五）重病。
（六）其他重大事由（例如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等；應同時具備「急
迫性」及「必要性」之要件，但不包括公務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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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由實務訓練服務機關（構）學校向文官學院提
出申請變更調訓梯次。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17 條】
五、問：基礎訓練與集中實務訓練之訓期衝突，應如何處理?
答：由於基礎訓練是考試程序的一環，若二者之訓期衝突，應以基礎訓練
為主，至於因而無法參加集中實務訓練之問題，請洽詢集中實務訓練
主管機關-保訓會（電話：02-82367113<高普考>或 02-82367116<地方
特考>）。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6 條第 2 項】

參、訓前準備
一、 問：訓練機關（構）學校會提供那些用品？又應自備哪些物品？
答：（一）訓練班所提供之物品：上課使用之教材 1 套及康乃爾筆記本 1
本。
（二）訓練班所提供之寢室用品：床舖（床單）、棉被（套）及枕頭
（套）等物品，至於盥洗物品是否提供，請洽您的輔導員（輔
導員之連繫方式載明於調訓函上）。
（三）受訓人員必需自備之用品、證件：藍（黑）原子筆、修正帶（液）、
環保杯（筷）、身分證及健保卡。若有個別用品、藥品之需求，
請自行備補。
二、問：參加基礎訓練之穿著應何較適宜？
答：平時受訓期間請整齊、清潔、端莊之服儀；另專題研討課程，係為報
告課程，建議穿著正式之服裝，以示尊重。
三、問：應至何處填寫學員資料卡？
答：請至文官學院訓練資訊服務作業/學員專區，（操作說明詳調訓函之附
件），填寫「資料卡」。

肆、訓練實施
一、問：基礎訓練期間可否申請住宿？
答：（一）本項訓練係採不住班密集訓練方式辦理，但遠道受訓人員或特
殊需求之受訓人員，得檢具足資證明文件向文官學院或各協訓
班所申請提供住宿。
（二）文官學院訂有住宿審核辦法，僅對遠道（實際住居所至訓練地
點車程單程 90 分鐘以上，計算標準係採 Google 地圖進行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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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查詢）及身體特殊因素之受訓人員提供住宿服務。如符合
資格，請至文官學院訓練資訊服務網（操作說明詳調訓函之附
件），填寫「資料卡」並勾選「住宿」、「提前住宿」等欄位。
二、 問：基礎訓練期間是否提供午餐？
答：本訓練供應受訓人員午餐，至於提供團膳或便當則視各個訓練班所之
安排而定；另針對住宿受訓人員亦提供早、晚餐（星期五晚上及例假
日全天不供膳）。
三、問：基礎訓練期間可否提供停車服務？
答：（一）各訓練班所停車空間情況不一，請逕洽您的輔導員瞭解（輔導
員之連繫方式載明於調訓函上）。
（二）文官學院提供汽、機車停車位各為 60 格及 80 格，倘申請人數
過多，則每班定額供給，由各班自行協調停放。
四、 問：基礎訓練期間是否有運動場所可供健身舒壓？
答：（一）各訓練班所運動場域、設施、設備不一，請逕洽您的輔導員瞭
解（輔導員之連繫方式載明於調訓函上）。
（二）文官學院設有健身房，並設置跑步機、撞球台、重量訓練器材
及桌球設備等，提供受訓人員使用。
五、問：受訓人員在基礎訓練期間停止訓練原因為何？
答：受訓人員在基礎訓練期間申請停止訓練之情形有二：
（一）得申請停止訓練：因為喪假、分娩、流產、重大傷病及其他不可
歸責事由，以致於無法參加訓練，受訓人員得於事情發生後 5 日
內，檢具證明文件向保訓會申請停止訓練。
（二）
應停止訓練：因上述之理由及公假，請假超過課程時數 20%者（按：
訓期 4 週：120 小時ｘ20%=24 小時），應即停止訓練。
停止訓練原因消滅後 15 日內向保訓會申請重新訓練，未依限申請重新
訓練，由保訓會廢止受訓資格。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34 條、第 35-1 條、
第 45 條】
六、問：受訓人員應至何處填寫學習心得分享？
答：請於結訓前一週至當週星期一至文官學院訓練資訊服務網作業/學員專
區，填寫「學習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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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請假規定
一、問：基礎訓練期間請假類別有哪些？是否會扣平時考核成績？
答：（一）請假之類別有：
1、公假。
2、事假。
3、喪假。
4、娩假。
5、產前假。
6、陪產假。
7、流產假。
8、病假。
（二）請假每小時酌減本質特性成績 0.1 分，但公假不予以扣分。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本質特性成績評分原則】
二、問：基礎訓練期間何種請假原因可認定為公假？
答：（一）參加國家考試。
（二）後備軍人及補充兵之召集。
（三）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
（四）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
（五）因公受傷。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30 條】
三、問：訓練期間因業務需要返回機關處理公務，得否請公假？請假，對訓練
成績有無影響？
答：返回機關處理公務，並不是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30 條
所列公假事由之一，所以不可以請公假，請假每小時酌減本質特性成
績 0.1 分。文官學院為維護受訓人員之權益，業於調訓函上特別註明
請實務訓練機關，不得要求受訓人員於訓練期間返回機關處理公務，
以確保訓練品質。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30 條】
四、問：基礎訓練期間得否請公假參加國家考試？是否會扣平時考核成績?
答：（一）可以請公假參加國家考試，在本質特性成績不扣分也不加分。
（二）依據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30 條規定，受訓人員在
基礎訓練期間，得請公假，並請於考試結束後繳交到考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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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請假缺課時數不得超過課程時數 20%（按：訓期 4 週 120 小
時ｘ20%=24 小時）；超過課程時數 20%應即停止訓練。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30 條、第 34 條、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本質特性成績評分原則】
五、問：基礎訓練期間，恰逢教召該如何處理?
答：（一）如於基礎訓練之前，得知教召時段與基礎訓練之訓期衝突且超
過課程時數 20%者，請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由實務訓練機關提
出申請變更調訓梯次。
（二）基礎訓練期間適逢教召問題，可以請公假方式辦理，但不得超
過課程時數 20%（按：訓期 4 週 120 小時ｘ20%=24 小時），如
果請假時數超過 20%應停止訓練，並於停止訓練原因消滅後 15
日內向保訓會申請重新訓練。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30 條、 第 34 條、
第 35-1 條】
六、問：基礎訓練期間上課遲到或有事需早退應如何處理？
答：上課遲到或早退須請假，未補辦請假或請假未獲准者，均以曠課計。
七、問：基礎訓練期間紀錄與實務訓練期間之請假錄是合併計算或是分別計算？
答：基礎訓練人員於正課時段請假，將由基礎訓練機關函送實務訓練機關併
入實務訓練請假紀錄。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30 條】
八、問：基礎訓練期間之星期六、日是否放假？
答：基礎訓練係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簽陳行政院核定之「政府行政機
關辦公日曆表」上班日排定課程，因此週六、週日以不排課為原則。
九、問：基礎訓練期間適逢補上班日，需要上課嗎？
答：是的，文官學院排課係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簽陳行政院核定之「政
府機關辦公日曆表」及「政府行政機關紀念日及民俗節日假期調整原
則」規定，所以只要是上班日，當然會安排課程上課。

陸、專題研討與測驗
一、問：何謂「專題研討」？其進行程序為何？如何評分呢？
答：（一）意義：本項訓練重視團隊合作學習，期能藉由團隊互動，腦力
激盪與整合，就某項公務研討議題，提出分析意見，進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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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法，用以評量受訓人員之發展潛能。此種評量方式，即
稱為「專題研討」。
（二）進行程序：班級受訓人員採異質性分成 6 小組，每組以 8 人為
原則，各組成員共同撰擬 1 份書面報告，並需進行口頭報告及
接受詢答，原則於結訓前一週星期五舉行，各組進行時間為 50
分鐘。報告重點原則應包括現況分析、問題檢討及解決建議，
各組推派代表 1 至 2 人作口頭報告 10 分鐘後，由講座提出問題，
並由受訓人員回答；講座提問及受訓人員口頭回答以 4 分鐘為原
則，講座提問至多 1 分鐘，受訓人員回答至多 3 分鐘，由輔導
人員按鈴提醒時間。
（三）評分方式：專題研討成績總分為 100 分，由主持講座依下列配分
比例評定成績：
1、團體成績：占 60 分；包括書面報告占 50 分、口頭報告占 10
分。
2、個別成績：個人答詢表現占 40 分。
【參考之法令：因應疫情調整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課程成
績考核項目說明】
二、 問：專題研討的題目何時公布?小組人數多少?
答：高考及相當等級專題研討題目隨調訓函寄送；普初考及相當等級專題
研討題目刊載於文官學院官網/訓練主題/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參訓資訊
項下；小組成員採異質性分成 6 組，每組以不超過 8 人為原則。
三、問：專題研討與小組成員吵架可否更換組別？
答：不可以更換組別，專題研討係透過團隊合作方式，經由小組成員間廣
泛而充分的討論進而達成共識，提出具體可行的解決建議，意見相左
之際小組成員應勤於溝通，發揮同理心，轉換立場感受問題所在，必
要時請求班務輔導員介入協調。
四、問：課程成績之紙筆測驗方式、範圍、題型及測驗日期各為何？
答：（一） 測驗方式：採開書測驗。
（二）測驗範圍：以保訓會發布之測驗課程為範圍。
（三）測驗題型及時間：題型分為簡答型實務寫作題及實務寫作題，
測驗時間為 2 小時 20 分。
（四）測驗日期：於結訓當週星期三舉行為原則。
【參考之法令：因應疫情調整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課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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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考核項目說明】

柒、成績評定
一、問：基礎訓練成績如何計算？幾分及格？考核項目有哪些？
答：（一）成績評分項目分為本質特性及課程成績 2 項，本質特性占 20%，
課程成績占 80%。前述 2 項成績之分數各為 100 分，按比例合計
後之成績總分達 60 分為及格。
（二）基礎訓練成績考核項目及所占百分比如下：
1、本質特性：20%。
（1）品德：包括廉正、忠誠、負責、涵養、榮譽及團隊精神
等。
（2）才能：包括領導、表達、學識、反應、創意、判斷、思
維、胸襟、見解及溝通等。
（3）生活表現：包括規律、精神、整潔、儀表、談吐及關懷
待人等。
2、課程成績：80%。
（1）專題研討：占 30%。
（2）測驗成績：占 50%。
（三）訓練成績評量之計算，均計算至小數點第 2 位，小數點第 3 位
採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36 條、第 37 條】
二、問：何時可查詢基礎訓練之成績？何處查詢？
答：基礎成績預計約於結訓後第 4 至 6 週公布，公布時也會以 APP 推播通
知，屆時請至保訓會官網/政府服務專區/各項訓練成績查詢系統/考試
錄取人員考試成績查詢。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成績考核要點第 5 點】
三、問：如對成績評定有疑義時，應如何處理？
答：於收受成績單之次日起 15 日內，向保訓會採書面或線上申辦成績複查
（保訓會官網/政府服務專區-各項訓練成績查詢系統/成績複查），逾
期不予受理，並以 1 次為限。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
測驗試務規定第 4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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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如未通過基礎訓練，有無重訓之機會？自費重訓收費標準為何？
答：（一）可以自費重訓 1 次，必須於收到成績單 1 個月內填寫申請自費
重新訓練申請書，由實務訓練機關核轉保訓會申請重新訓練，
採自費公假受訓。
（二）自費重訓收費標準詳如下表：
考試別
住

公務人員高普初考及相當等級特種考試
基礎訓練

宿
別
費用別
訓練費用

住宿班

不住宿班

14,000

10,000

捌、期滿日與證書
一、問：有關訓練期滿日期之計算？
答：自受訓人員向實務訓練機關報到之日起算。
（一）訓期 4 個月者：如 111 年 2 月 23 日向實務訓練機關報到，則訓
練期滿日期為 111 年 6 月 22 日。
（二）縮短實務訓練期間為 2 個月者：如 111 年 2 月 23 日向實務訓練
機關報到，則其訓練期滿日期為 111 年 4 月 22 日。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滿請領考試及格證書作業
要點第 3 點】
二、問：自費重訓之訓練期滿日期如何計算？
答：自原訓期屆滿日之翌日起，加計該重新訓練訓期，為重新訓期屆滿日。
如訓練期滿日期為 111 年 6 月 22 日，因自費重訓，期滿日加計訓期 4
週 28 天，則為 111 年 7 月 20 日。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25 條】
三、問：訓練已期滿但仍在接受基礎訓練，期滿日怎麼算？
答：訓練期滿日會追溯，例如訓練期滿日期為 111 年 6 月 22 日，因自費重
訓，需加計重新訓練訓期為重新訓期屆滿日，所以如果已逾 111 年 7
月 20 日訓練期滿日，仍在接受基礎訓練或等待接受基礎訓練，則期滿
日都可以追溯至 111 年 7 月 20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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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考試及格證書費用多少？該如何繳交？
答：（一）證書費：每張新臺幣 500 元。
（二）可免繳證書費之人員：如為身心障礙、原住民族、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之考試錄取人員，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得免繳交證書費。
（三）訓練（實務訓練及基礎訓練）成績及格人員，至保訓會官網/政
府服務專區/培訓業務系統/受訓人員專區/請領證書繳款，以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搜尋，選擇列印繳款單（可至便利商店、郵
局或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臨櫃繳款）、自動櫃員機（ATM）轉帳、
網路信用卡或全國繳費網（WebATM）等方式繳款。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滿請領考試及格證書作
業要點第 5 點】

玖、其他
一、問：參加基礎訓練是否要繳交費用？
答：（一）原則是不用繳費，依據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7 條
規定，基礎訓練所需經費，由文官學院編列預算支應。
（二）例外情形需繳費，基礎訓練成績不及格申請重新訓練者，需自
費，至於費用多寡視住宿或不住宿而有所差異。（費用詳柒、
成績評定之四）
【參考之法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7 條】
二、問：受訓人員可否請領參訓期間的交通費？
答：得否請領費用，請逕洽您的實務訓練機關人事單位部門瞭解。
【參考之法令：各機關派員參加各項訓練或講習報支費用規定】
三、問：基礎訓練期間如遇性騷擾事件應如何處理？
答：如有性騷擾之情事發生，請立即告知班務輔導員提供協助。文官學院
「 性 騷 擾 防 治 通 報 專 線 」 電 話 ： 02-26531527 ， 電 子 郵 件 ：
lcc0819@nacs.gov.tw。
四、問：COVID-19 疫情嚴竣，是否有妥適之防疫措施?
答：為達健康學習之目標，本學院依據「國家文官學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COVID-19）健康管理措施」，推動各項防疫措施，例如加強
辦理園區清潔消毒、全員量測體溫並配戴口罩、控管個人健康管理、
分散用餐等，並因應防疫要求，暫時取消分流授課，避免人員間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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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要求民眾自 2020/12/01 起進入八大類
場所應戴口罩，違反者將裁罰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訓練
班所屬於教育學習類場域，強力宣導受訓人員及講座進入訓練班所，
皆應量測額溫並全程配戴口罩，以兼顧疫情防護與受訓人員受訓權
益。
五、問：如果 COVID-19 疫情嚴竣，基礎訓練有其他替代方案?
答：基礎訓練以採實體訓練、實體測驗方式辦理為原則。如果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所定之疫情警戒標準為第三級以上，或警戒標準為第二級
但某區域有特殊感染事件，則統一改採線上訓練及線上測驗（採帶回
家測驗方式）。
六、問：如果受訓人員於訓期間因 COVID-19 確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加強
自主健康管理或自主健康管理等情形，基礎訓練應如何接續進行?
答：考量實體訓練為全日型團體生活（含上課、用餐、分組討論及住宿等），
無法恆常保持社交距離，前開受訓人員可改採線上訓練及線上測驗（以
Webex 視訊方式參加當梯次測驗），或可申請改期測驗。相關線上訓練
及測驗請詳見文官學院官網/訓練主題/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參訓資訊
之線上訓練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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