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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部考選部考選部考選部 10101010666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1111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12121212 月月月月))))舉辦各種考試期日計畫表舉辦各種考試期日計畫表舉辦各種考試期日計畫表舉辦各種考試期日計畫表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考試名稱考試名稱考試名稱考試名稱    等 級等 級等 級等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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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日 期報 名 日 期報 名 日 期報 名 日 期    

預 定預 定預 定預 定    

考 試 日 期考 試 日 期考 試 日 期考 試 日 期    
主主主主辦司辦司辦司辦司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111    106010 106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初等 
105.10.18(二)
-10.27(四) 

106.01.07(六)
-01.08(日) 

高 普 
考試司 

分臺北、新竹、臺中、嘉義、臺南、
高雄、花蓮、臺東八考區舉行。 

2222    106020 

106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醫師牙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藥
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
師、職能治療師、呼吸治療師、獸醫師考
試 

專技高考 
105.11.01(二)
-11.10(四) 

106.02.10(五)
-02.12(日) 

專  技 
考試司 

1. 分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四考
區舉行。 

2. 電腦化測驗。 

3333    106030 
106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中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營養師、心
理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考試 

專技高考 
105.11.01(二)
-11.10(四) 

106.02.18(六)
-02.19(日) 

專  技 
考試司 

分臺北、臺中、高雄三考區舉行。 

4444    106040 
10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
遊人員、領隊人員考試 

專技普考 
105.11.22(二)
-12.01(四) 

106.03.04(六)
-03.05(日) 

專  技 
考試司 

1. 分臺北、桃園、新竹、臺中、嘉
義、臺南、高雄、花蓮、臺東、
澎湖、金門、馬祖十二考區舉行。 

2. 外語導遊口試僅設臺北考區。 

5555    106050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 
三等 
四等 

106.01.03(二)
-01.12(四) 

106.04.15(六)
-04.16(日) 

特  種 
考試司 

關務人員考試分臺北、臺中、高雄三
考區舉行。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
考試 

三等 
四等 
五等 

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分臺北、臺中、高
雄、宜蘭、花蓮、臺東六考區舉行。 

106 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
考試 

中將轉任 
少將轉任 
上校轉任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
試僅設臺北考區。 

6666    106060 

10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
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驗船師、引
水人、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普通
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普通考試地政
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
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 

專技高考、
普考 

106.03.01(三)
-03.10(五) 

106.06.10(六)
-06.12(一) 

專  技 
考試司 

1. 6 月 10 日至 11 日分臺北、臺中、
高雄三考區舉行。 

2. 6 月 10 日至 12 日引水人考試僅
設臺北考區。 

10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驗
光人員考試 

相當專技
高考、普考 

106.06.10(六)
-06.11(日) 

7777    106070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三等 
四等 

106.03.10(五)
-03.20(一) 

106.06.17(六)
-06.19(一) 

特  種 
考試司 

分臺北、新竹、臺中、嘉義、臺南、
高雄、花蓮、臺東八考區舉行。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
考試 

二等 
三等 
四等 

106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高員三級 
員級 
佐級 

106 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
員考試 

三等 
四等 

8888    106080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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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技高考 
106.04.10(一)
-04.19(三) 

106.06.28(三)
-06.29(四) 

專 技 
考試司 

1. 分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四考
區舉行。 

2. 電腦化測驗。 

9999    106090 
106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
通考試 

高考三級、 
普考 

106.03.27(一)
-04.06(四) 

106.07.07(五)
-07.11(二) 

高 普 
考試司 

1. 分臺北、桃園、新竹、臺中、彰
化、嘉義、臺南、高雄、花蓮、
臺東、澎湖、金門、馬祖十三考
區舉行。 

2. 7 月 7 日至 8日普通考試；7月 9
日至 11 日高考三級考試。 

10101010    106100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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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考
試）、牙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藥師、
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呼吸治療師、獸醫師考試、
10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助
產師考試 

專技高考 
106.04.18(二)
-04.27(四) 

106.07.22(六)
-07.24(一) 

專 技 
考試司 

1. 分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四考
區舉行。 

2. 電腦化測驗。 

11111111    106110 

106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中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營養師、心
理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考試、106 年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法醫師、語
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考試、高
等暨普通考試驗光人員考試 

專技高考、
普考 

106.04.18(二)
-04.27(四) 

106.07.29(六)
-07.31(一) 

專 技 
考試司 

1. 7 月 29 日至 30 日分臺北、臺中、
臺南、高雄、花蓮、臺東六考區
舉行。 

2. 7 月 30 日至 31 日牙體技術師考
試僅設臺北考區。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考試名稱考試名稱考試名稱考試名稱    等 級等 級等 級等 級    

預 定預 定預 定預 定    

報 名 日 期報 名 日 期報 名 日 期報 名 日 期    

預 定預 定預 定預 定    

考 試 日 期考 試 日 期考 試 日 期考 試 日 期    
主主主主辦司辦司辦司辦司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2121212    

106120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第
一試） 

三等 
106.05.02(二)
-05.11(四) 

106.08.05(六) 

特  種 
考試司 1. 司法官考試第一試與律師考試第

一試同時舉行。 
2. 分臺北、臺中、高雄三考區舉行。 10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

師考試(第一試) 
專技高考 

專 技 
考試司 

106121106121106121106121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第
二試） 

三等 
106.09.13(三)
-09.19(二) 

106.10.14(六)
-10.15(日) 

特  種 
考試司 

分臺北、高雄二考區舉行。 

106122106122106122106122    
10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
師考試(第二試) 

專技高考 
106.09.13(三)
-09.19(二) 

106.10.21(六)
-10.22(日) 

專 技 
考試司 

分臺北、高雄二考區舉行。 

13131313    106130106130106130106130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 
三等 
四等 
五等 

106.05.09(二)
-05.18(四) 

106.08.12(六)
-08.14(一) 

特  種 
考試司 

分臺北、臺中、臺南、高雄、花蓮、
臺東六考區舉行。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
調查人員考試 

三等 
四等 106.08.12(六)

-08.13(日)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
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三等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
考試 

三等 

106.08.12(六)
-08.14(一)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

考試 

二等 
三等 
四等 

14141414    106140106140106140106140    
10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
計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考試 

專技高考 
106.05.16(二)
-05.25(四) 

106.08.19(六)
-08.21(一) 

專 技 
考試司 

分臺北、臺中、高雄三考區舉行。 

15151515    106150106150106150106150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
及外交行政人員考試 

三等 
四等 

106.06.06(二)
-06.15(四) 

106.09.09(六)
-09.10(日) 

特  種 
考試司 

1. 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及
民航人員考試僅設臺北考區。 

2. 稅務人員考試分臺北、高雄二考
區舉行。 

3. 原住民族考試分臺北、南投、屏
東、花蓮、臺東五考區舉行。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 三等 
106.09.09(六)
-09.11(一)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考試 
三等 
四等 

106.09.09(六)
-09.10(日) 

10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 
三等 
四等 
五等 

16161616    106160106160106160106160    
106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
試 

高考一級 
高考二級 

106.07.14(五)
-07.24(一) 

106.09.30(六)
-10.01(日) 

高 普 
考試司 

分臺北、高雄二考區舉行。 

17171717    106170106170106170106170    

106 年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簡任 
薦任 

106.07.18(二)
-07.27(四) 

106.11.04(六)
-11.06(一) 

高 普 
考試司 

1. 分臺北、臺中、高雄、花蓮四考
區舉行。 

2. 11 月 4 日至 6日公務及關務人員
簡任升官等考試僅設臺北考區。 

106 年關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簡任 
薦任 

106 年交通事業鐵路人員升資考試 
員晉高員 
佐晉員 
士晉佐 

106 年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 
員晉高員 
佐晉員 
士晉佐 106.11.04(六)

-11.05(日) 

106 年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 
員晉高員 
佐晉員 
士晉佐 

18181818    106180106180106180106180    
10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
築師、技師、第二次食品技師考試暨普通
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記帳士考試 

專技高考、
普考 

106.08.01(二)
-08.10(四) 

106.11.18(六)
-11.20(一) 

專 技 
考試司 

1. 分臺北、臺中、臺南、高雄、花
蓮、臺東六考區舉行。 

2. 106 年技師考試辦理土木工程技
師等 25 類科考試，航空工程、紡
織工程、冶金工程、漁撈、造船
工程、採礦工程、礦業安全等 7
類科不舉辦。 

11119999    106190106190106190106190    106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三等 
四等 
五等 

106.09.12(二)
-09.21(四) 

106.12.09(六)
-12.11(一) 

特 種 
考試司 

分臺北、桃園、新竹、臺中、嘉義、
臺南、高雄、花蓮、臺東、澎湖、金
門、馬祖十二考區舉行。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表列考試106年度全面採網路報名作業。 
2.表列考試及其預定報名日期、預定考試日期，必要時得予變更，並以考試公告為準。 
3.申請部分科目免試未能於當次考試報名前二個月申請並繳驗費用者，該次考試不予部分科目免試。 
4. 106年軍法官考試，將俟需要適時列入考試期日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