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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類型　應考資格　考試科目 　考試規則　各科考試命題大綱　94年考題 　 

考試類型

普考

　　　　　　　　　　　　　　　　　　　　　　　　　　　▲Top

應考資格 (有其中一項資格，即可應考)

1.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或高級職業學校以上學校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

2.初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並曾任有關職務滿四年，有證明文件者。

3.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Top

考試科目

1.普通科目

(1)國文（作文與測驗）。

2.專業科目

(2) 會計學概要。

(3) 租稅申報實務（包括所得稅、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

(4)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包括所得稅法及其施行細則、稅捐稽徵法及其施行細則、加值

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其施行細則、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5)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包括記帳士法、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公司法第八

章公司登記及認許）。

　　　　　　　　　　　　　　　　　　　　　　　　　　　▲Top

94年考題

●普通科目

　國文

　94　

●專業科目

　會計學概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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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稅申報實務

　94　

　稅務相關法規概要

　94　

　記帳相關法規概要

　94

※測驗答案查詢 : 考選部全球資訊網試題答案線上查詢系統

　　　　　　　　　　　　　　　　　　　　　　　　　　　▲Top

資料出處:
考選部全球資訊網 http://www.moex.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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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類型　應考資格　考試科目 　考試規則　各科考試命題大綱　94-90年考題 　 

考試類型

高考

　　　　　　　　　　　　　　　　　　　　　　　　　　　▲Top

應考資格 (有其中一項資格，即可應考)

1.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會計、會計技

術、會計統計、會計資訊、會計與資訊科技科、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

2.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第一款以外之

科、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曾修習初等會計學或會計學（一）或工業會

計、中級會計學或會計學（二）、高等會計學或會計學（三）、成本會計或管理會

計、審計學或高等審計學、稅務會計、政府會計、會計實務、會計師業務研究、非營

利事業會計、財務報表分析、財務管理或財務經濟學、財政學、經濟學、民法概要、

商事法、證券交易法或證券法規、稅務法規或租稅法規、資料處理或電子資料處理或

電子計算機概論或計算機程式與應用或電腦應用、電腦審計、會計資訊系統、統計

學、職業道德規範、公司法、商業會計法、管理學（概論）或企業管理（概論）或企

業政策或組織與管理、管理資訊系統、銀行會計、會計制度、會計師法等學科至少七

科，合計二十學分以上，每學科至多採計三學分，有證明文件者。自中華民國九十三

年七月起，其中須包括中級會計學或會計學(二)、成本會計或管理會計、審計學或高等

審計學。

3.普通考試會計審計人員考試及格，並曾任有關職務滿四年，有證明文件者。

4.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Top

考試科目

一、普通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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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文（作文與測驗）

二、專業科目：

（二）中級會計學（包括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與財務報表分析）

（三）高等會計學（包括非營利事業會計與政府會計）

（四）成本會計與管理會計

（五）審計學（包括審計準則公報與職業道德規範）

（六）公司法、證券交易法與商業會計法

（七）稅務法規（包括所得稅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土地稅法、稅捐稽徵

法、遺產及贈與稅法）

　　　　　　　　　　　　　　　　　　　　　　　　　　▲Top

　　　　　　　　　　　　　　　　　　　　
94-90年考題

●普通科目： 

　國文（作文與測驗）

　94　93　92　91　90

●專業科目：

　1.中級會計學

　94　93　92　91　90

　2.高等會計學

　94　93　92　91　90

　3.成本會計與管理會計

 

http://www.tccn.edu.tw/lib/subject/july2006/2006july_next02.htm 第 2 頁 / 共 4 2006/9/7 上午 11:09:46

http://wwwc.moex.gov.tw/examnew1/94/19/803200.pdf
http://wwwc.moex.gov.tw/examnew1/93/19/803200.pdf
http://wwwc.moex.gov.tw/examnew1/92/26/803200.pdf
http://wwwc.moex.gov.tw/examnew1/91/21/000c02.pdf
http://wwwc.moex.gov.tw/examnew1/90/28/000c02.pdf
http://wwwc.moex.gov.tw/examnew1/94/19/803700.pdf
http://wwwc.moex.gov.tw/examnew1/93/19/803800.pdf
http://wwwc.moex.gov.tw/examnew1/92/26/803800.pdf
http://wwwc.moex.gov.tw/examnew1/91/21/803800.pdf
http://wwwc.moex.gov.tw/examnew1/90/28/803800.pdf
http://wwwc.moex.gov.tw/examnew1/94/19/803300.pdf
http://wwwc.moex.gov.tw/examnew1/93/19/803400.pdf
http://wwwc.moex.gov.tw/examnew1/92/26/803400.pdf
http://wwwc.moex.gov.tw/examnew1/91/21/803400.pdf
http://wwwc.moex.gov.tw/examnew1/90/28/803400.pdf


2006年7月主題報導---考照特輯

 

 

 

 

 

 

 

 

 

 

 

 

 

 

 

 

 

 

 

 

 

 

 

 

 

 

　94　93　92　91　90

　4.審計學

　94　93　92　91　90

　5.公司法、證券交易法與商業會計法

　94　93　92　91　90

　6.稅務法規

　94　93　92　91　90

※測驗答案查詢 : 考選部全球資訊網試題答案線上查詢系統

　　　　　　　　　　　　　　　　　　　　　　　　　　▲Top

資料出處:
考選部全球資訊網 http://www.moex.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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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資格　檢定方式　 考試規則　94-90年考題 　 承辦單位　
《術科考試》注意事項

　　　　　　　　　　　　　　　　　　　　　　　　　　
應考資格

一.年滿20歲之本國國民。(民國75年3月26日以前出生)

二.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A.完成國民義務教育(民國59年(含)以前即取得國民小學畢業證書者或民國60年以後國民

中學以上畢業)，並持有下列證明之一者：

1.民國93年以前接受各級社政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單位所辦理 累計時數至少80小時托

育相關訓練合格，且取得結業證書者。

2.民國93年以前依據「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實施方案」取得之甲、乙、丙類訓練證書

者。

3.民國94年以後修畢「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核心課程」之保母課程或教保

課程並領有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書者。 

B.高中(職)以上幼保相關科系畢業(含綜合高中教育學程)。

1.(嬰)幼兒保育(學)(技術)科(系、所)。

2.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所)。

3.生活應用科學(學)(技術)系(所)─兒童與家庭(研究)組。

4.生活應用科學(學)(技術)系(所)─幼教組。

5.護理(學)科(系、所)。

6.家政(教育)(學)科(系、所)。

7.幼兒教育(學)系(所)。

8.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

9.幼稚(兒)教育師資科。

10.生活應用科學(學)(技術)系(所)─學前教育組。

11.兒童發展與家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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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13.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14.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15.特殊教育學系(幼教組)。

16.社會福利學系。

17.社會工作學系。 

　　　　　　　　　　　　　　　　　　　　　　　　　　　▲Top

檢定方式

一.學科測試 : 

採電腦卡讀卡方式辦理，電腦閱卷，測試時間100分鐘，成績 60分為及格。試題有是非

題及選擇題各50題；是非題採答錯者，每題倒扣0.5分，但以扣完該部份分數為限，選

擇題答錯不倒扣。

二.術科測試 : 

採實作方式測試，其測試日期及地點由術科委辦單位於術科測試前十日以掛號郵件另

行通知。術科委辦單位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透過術科協調會委託術科場地評鑑合格單

位辦理，報檢人可於學科測試一個月後直接上成績查詢網站查詢術科地點

(網址:www.labor.gov.tw) 或利用電腦語音專線查詢(04)2259-8800。(電話接通後請依照

語音系統引導依序操作)

　　　　　　　　　　　　　　　　　　　　　　　　　▲Top

94-90年考題

保母人員丙級技能檢定學科試題暨答案

( 15400保母人員 )

保母人員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試題

　　　　　　　　　　　　　　　　　　　　　　　　　　　▲Top

承辦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負責辦理

服務電話 04-22599545；04-2259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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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問題 轉分機 357

技術士證請領 轉分機 451~454

懸掛式證照 轉分機 411

即測即評(若只要參加學科測試) 轉分機 121

丙級參考資料購買 轉分機 456 

報檢資格疑義問題諮詢單位

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職業訓練中心

電話: (02)28752807，(02)28752948

傳真: (02)28733985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電話: (07)8224609，(07)8124718

傳真: (07)8315921

　　　　　　　　　　　　　　　　　　　　　　　　　　　　　　　　　　▲Top

術科考試注意事項 
術科試題共分四區，各區又有兩題，應考者進入試場才抽其中一題應考，故準備時須準
備所有試題合計 8 個試題。

【清潔區】部份: 參考圖片

洗澡前先將自己雙手洗淨，將嬰兒衣服套好準備，並留意室溫是否適合，記得先放冷

水再放熱水，水量約二分之一盆，適當的水溫。洗澡前先跟孩子有互動，保持愉快的

情緒，下水前用水輕拍其胸部、背部；洗臉時清潔眼部須由內往外，且須用不同的巾

角擦拭，整個流程要注意到安全及保暖、衛生。 

【調製區】部份: 參考圖片

沖奶的部份，消毒過的奶嘴不能用手直接接觸，而是應用夾子夾，套上去；沖奶時應

用旋轉方式搖勻，不要直立式搖晃，沖成泡沫牛奶，並須留意水溫及滴速是否適宜？

另外，沖洗奶瓶時一定要記得奶嘴套及奶嘴要分開來，用小刷子清洗乾淨，奶瓶則是

大刷旋轉式刷洗，再放入奶瓶消毒鍋消毒。副食品的處理:製作前雙手洗淨，注意餐具

的清潔，不可直接用手接觸成品，用適當的量及適合的食品，調味品只能加少許鹽，

其餘都不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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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學習區】部份: 參考圖片

最主要是說明在跟兩歲孩子說故事時須留意到用適當的題材，能引起孩子的動機，配

合故事的情節語調、表情的運用，不要用詞太艱深，但也不要兒語太多，與孩子要有

互動，讓孩子有對故事情節回應的機會。教孩子洗手時應注意到浴室的安全問題，鋪

止滑墊，注意教孩子省水，及如何洗雙手，如何洗乾淨。 

【安全醫護區】部份: 參考圖片

當孩子昏迷時，要先冷靜評估其是否有意識，向旁人請求協助打119電話，維持呼吸道

暢通，評估是否有呼吸。行人工呼吸兩次，如呼吸道有異物哽塞則用搥背法或壓胸法

清除，再行人工呼吸。CPR的部份要注意的是施救位置要正確，壓的力道及速度要留

意，最重要的是平常即要熟記及熟悉這些步驟，遇到狀況時就不會驚慌失措。 

※資料出處:

今日保母 
http://100s.hypermart.net/exam.html 

慈濟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 
http://www.tccn.edu.tw/edu/ecc/six-06/6-page.htm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http://www.labor.gov.tw/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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