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

（以下簡稱本考試），分

為下列類科： 

一、醫事檢驗師。 

二、醫事放射師。 

三、護理師。 

四、物理治療師。 

五、職能治療師。 

六、助產師。 

第二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

（以下簡稱本考試），分

為下列類科： 

一、藥師。 

二、醫事檢驗師。 

三、醫事放射師。 

四、護理師。 

五、物理治療師。 

六、職能治療師。 

七、助產師。 

前項藥師考試，繼續

辦理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 

藥師考試自一百零七年七月

一日起全面實施分階段考試

，爰刪除第一項第一款藥師

類科，並刪除第二項條文。 

第五條  應考人有醫事檢驗

師法第六條、醫事放射師

法第六條、護理人員法第

六條各款、物理治療師法

第六條、職能治療師法第

六條及助產人員法第七條

各款等情事之一者，不得

應本考試各該類科考試。 

第五條  應考人有藥師法第

六條各款、醫事檢驗師法

第六條、醫事放射師法第

六條、護理人員法第六條

各款、物理治療師法第六

條、職能治療師法第六條

及助產人員法第七條各款

等情事之一者，不得應本

考試各該類科考試。 

配合第二條刪除藥師考試，

刪除藥師不得應試消極規定

。 

第八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

附表一醫事檢驗師、護理

師、助產師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及醫事放射師、物

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類

科應考資格，並經公務人

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或相

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公職醫

事人員各類科及格者，得

申請該類科全部科目免

試，申請案辦理至中華民

國○年○月○日止。 

第一項申請案件之審

議，由考選部設醫事人員

考試審議委員會辦理。審

議結果，由考選部核定，

並報請考試院備查。 

第二項審議結果，經

第八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

附表一藥師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或第二款，醫事檢

驗師、護理師、助產師類

科應考資格第一款及醫事

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職

能治療師類科應考資格，

並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

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

考試公職醫事人員各類科

及格者，得申請該類科全

部科目免試。 

第一項申請案件之審

議，由考選部設醫事人員

考試審議委員會辦理。審

議結果，由考選部核定，

並報請考試院備查。 

第二項審議結果，經

一、配合第二條刪除藥師考

試，刪除相關文字。 

二、醫事人員應經醫事人員

考試及格，依職業管理

法律申領執業執照始得

執業，為確保醫事人員

專業品質，多年來已不

再舉辦不具執業資格即

可報考之公職醫事人員

考試，為使早年經公職

醫事人員考試及格者儘

早依法申領執業執照，

醫事人員考試規則有關

全部科目免試之規定，

擬以三年為期，限期停

辦，符合資格者得於過

渡期間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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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准予全部科目免試

者，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

發給及格證書，其生效日

期追溯至公務人員考試及

格證書生效日翌日，並函

衛生福利部查照。 

核定准予全部科目免試

者，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

發給及格證書，其生效日

期追溯至公務人員考試及

格證書生效日翌日，並函

衛生福利部查照。 

 第十三條 

(刪除) 

條次刪除。 

第十三條  外國人具有附表

一助產師類科應考資格第

一款或第二款，醫事檢驗

師、護理師類科應考資格

第一款，醫事放射師、物

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類

科應考資格，且無第五條

情事者，得應本考試各該

類科考試。 

第十四條  外國人具有附表

一藥師、助產師類科應考

資格第一款或第二款，醫

事檢驗師、護理師類科應

考資格第一款，醫事放射

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類科應考資格，且無

第五條情事者，得應本考

試各該類科考試。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二條刪除藥師考

試，刪除相關文字。 

第十四條  本考試及格人員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

給考試及格證書，並函衛

生福利部查照。 

第十五條  本考試及格人員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

給考試及格證書，並函衛

生福利部查照。 

條次變更。 

第十五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六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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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附表一  應考資格表（刪除藥師類科部分）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類 科 應   考   資   格 類 科 應    考    資   格 

(刪除)  藥 師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或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大學、獨
立學院藥學系畢
業，並經實習期滿
成績及格，領有畢
業證書者。 

二、中華民國一百零一

年六月五日藥師法
修正施行前，於公
立或立案之私立專

科學校或符合教育
部採認規定之國外
專科學校藥學科畢
業，並經實習期滿
成績及格，領有畢
業證書者。 

一、刪除。 
二、配合藥師類科

辦理至一百零
七年六月三十
日之落日條款
規定，自一百
零七年七月一
日起，依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醫
師牙醫師中醫
師藥師考試分

階段考試規則
規定，藥師考
試全面實施分
階段考試，爰
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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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附表二  應試科目表（刪除藥師類科部分）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類 科 應 試 科 目 類 科 應    試    科   目 

(刪除)  藥 師 一、藥理學與藥物化學 
二、藥物分析與生藥學

(包括中藥學) 
三、調劑學與臨床藥學 
四、藥劑學(包括生物藥

劑學) 
五、藥物治療學 
六、藥事行政與法規 

一、刪除。 
二、配合藥師類科

辦理至一百零
七年六月三十
日之落日條款
規定，自一百
零七年七月一
日起，依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醫
師牙醫師中醫
師藥師考試分

階段考試規則
規定，藥師考
試全面實施分
階段考試，爰
予刪除。 

 



5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規則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
第五條第一項資格，並經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
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
公職營養師類科及格，得
申請全部科目免試，申請
案辦理至中華民國○年○
月○日止。 

考選部設營養師考試

審議委員會，審議應考人
全部科目免試申請案。審
議結果，由考選部核定，
並報請考試院備查。 

前項審議結果，經核
定准予全部科目免試者，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
及格證書，其生效日期追
溯至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
書生效日翌日，並函衛生
福利部查照。 

第七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
第五條第一項資格，並經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
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
公職營養師類科及格，得
申請全部科目免試。 

考選部設營養師考試
審議委員會，審議應考人
全部科目免試申請案。審

議結果，由考選部核定，
並報請考試院備查。 

前項審議結果，經核
定准予全部科目免試者，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
及格證書，其生效日期追
溯至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
書生效日翌日，並函衛生
福利部查照。 

營養師應經營養師考試及格
，依職業管理法律申領執業
執照始得執業，為確保營養
師專業品質，多年來已不再
舉辦不具執業資格即可報考
之公職營養師考試，為使早
年經公職營養師考試及格者
儘早依法申領執業執照，營
養師考試規則有關全部科目

免試之規定，擬以三年為期
，限期停辦，符合資格者得
於過渡期間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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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第十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中華民國國民於心
理師法公布施行前，經公務
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公
職臨床心理師考試及格者
，得申請臨床心理師全部科
目免試，申請案辦理至中華
民國○年○月○日止。 

前項所稱公職臨床心
理師考試及格者，指臨床心

理科、臨床心理師考試及格
或九十年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三級考試公職臨床心理
師筆試及格，領有考試及格

證書者。 
第一項申請案件之審

議，由考選部心理師考試審
議委員會辦理。審議結果，
由考選部核定，並報請考試
院備查。 

前項審議結果，經核定
准予全部科目免試者，由考
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及格

證書，其生效日期追溯至公
務人員考試及格證書生效
日翌日，並函衛生福利部查
照。但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
書生效日期在心理師法生
效日前者，追溯至中華民國
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
效。 

第十條  中華民國國民於心
理師法公布施行前，經公務
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公
職臨床心理師考試及格者
，得申請臨床心理師全部科
目免試。 

前項所稱公職臨床心
理師考試及格者，指臨床心
理科、臨床心理師考試及格

或九十年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三級考試公職臨床心理
師筆試及格，領有考試及格
證書者。 

第一項申請案件之審
議，由考選部心理師考試審
議委員會辦理。審議結果，
由考選部核定，並報請考試
院備查。 

前項審議結果，經核定
准予全部科目免試者，由考
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及格
證書，其生效日期追溯至公

務人員考試及格證書生效
日翌日，並函衛生福利部查
照。但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
書生效日期在心理師法生
效日前者，追溯至中華民國
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
效。 

臨床心理師應經臨床心理
師考試及格，依職業管理
法律申領執業執照始得執
業，為確保臨床心理師專
業品質，多年來已不再舉
辦不具執業資格即可報考
之公職臨床心理師考試，
為使早年經公職臨床心理
師考試及格者儘早依法申

領執業執照，心理師考試
規則有關全部科目免試之
規定，擬以三年為期，限
期停辦，符合資格者得於

過渡期間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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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語言治療師考試規則第七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中華民國國民於語
言治療師法公布施行前，
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
考試或特種考試三等考試
公職語言治療師考試及格
者，得申請語言治療師全
部科目免試，申請案辦理
至中華民國○年○月○日
止。 

前項申請案件之審議
，由考選部設語言治療師
考試審議委員會辦理。審
議結果，由考選部核定，

並報請考試院備查。 
前項審議結果，經核

定准予全部科目免試者，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
及格證書，其生效日期追
溯至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
書生效日翌日，並函衛生
福利部查照。但公務人員
考試及格證書生效日期在

語言治療師法生效日前
者，追溯至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七月四日生效。 

第七條  中華民國國民於語
言治療師法公布施行前，
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
考試或特種考試三等考試
公職語言治療師考試及格
者，得申請語言治療師全
部科目免試。 

前項申請案件之審議
，由考選部設語言治療師

考試審議委員會辦理。審
議結果，由考選部核定，
並報請考試院備查。 

前項審議結果，經核

定准予全部科目免試者，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
及格證書，其生效日期追
溯至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
書生效日翌日，並函衛生
福利部查照。但公務人員
考試及格證書生效日期在
語言治療師法生效日前
者，追溯至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七月四日生效。 

語言治療師應經語言治療師
考試及格，依職業管理法律
申領執業執照始得執業，為
確保語言治療師專業品質，
多年來已不再舉辦不具執業
資格即可報考之公職語言治
療師考試，為使早年經公職
語言治療師考試及格者儘早
依法申領執業執照，語言治

療師考試規則有關全部科目
免試之規定，擬以三年為期
，限期停辦，符合資格者得
於過渡期間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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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獸醫師考試規則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
第五條第一款資格，並經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
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
公職獸醫師或獸醫類科及
格者，得申請獸醫師全部
科目免試，申請案辦理至
中華民國○年○月○日
止。 

前項申請案件之審議
，由考選部設獸醫師考試
審議委員會辦理。審議結
果，由考選部核定，並報

請考試院備查。 
前項審議結果，經核

定准予全部科目免試者，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
及格證書，其生效日期追
溯至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
書生效日翌日，並函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查照。 

第七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
第五條第一款資格，並經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
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
公職獸醫師或獸醫類科及
格者，得申請獸醫師全部
科目免試。 

前項申請案件之審議
，由考選部設獸醫師考試

審議委員會辦理。審議結
果，由考選部核定，並報
請考試院備查。 

前項審議結果，經核

定准予全部科目免試者，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
及格證書，其生效日期追
溯至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
書生效日翌日，並函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查照。 

獸醫師應經獸醫師考試及格
，依職業管理法律申領執業
執照始得執業，為確保獸醫
師專業品質，多年來已不再
舉辦不具執業資格即可報考
之公職獸醫師考試，為使早
年經公職獸醫師考試及格者
儘早依法申領執業執照，獸
醫師考試規則有關全部科目

免試之規定，擬以三年為期
，限期停辦，符合資格者得
於過渡期間內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