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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 
100 年衛生行政與管理考試試卷 

 

一、選擇題（答案 4 選 1，每題 1 分，共 100 題） 

 

1. 下列哪一項不是「資產負債表」的內容？ 

(A) 資產 

(B) 負債 

(C) 業主權益 

(D) 經營成果 

 

2. 評價模式中「無預定目標模式」較「目標達成模式」最大的不同在於： 

(A) 時間較長 

(B) 標準較嚴 

(C) 公平性較差 

(D) 範圍較廣 

 

3. 「管理功能」是指： 

(A) 生產、行銷、人事、研發、財務 

(B) 規劃、組織、用人、領導、控制 

(C) 計畫、執行、考核、行動 

(D) 目標、策略、戰術、方案 

 

4. 請問在政策之規劃中，進行決策思考之前，會先考慮到對手對自己行為可能

產生的反應策略透過推估對手的行動，擬訂尋求最大利益的策略之理論為？ 

(A) 菁英理論 

(B) 系統理論 

(C) 賽局理論 

(D) 團體理論 

     

5. 員工的滿意度是取決於他的投入和產出的比率和其他員工投入和產出比率的

比較是為何種理論？ 

(A) 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 

(B) 目標設定（goal-setting theory） 

(C) 增強理論（reinforcement theory） 

(D) 行動激勵（action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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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列哪一項成本在計算「損益平衡分析」時不必列入考慮？ 

(A) 機會成本 

(B) 固定成本 

(C) 變動成本 

(D) 總固定成本 

 

7. 下列那項敘述，不是韋伯（Marx Weber）所提出的理想型科層組織的特徵？ 

(A) 專業分工 

(B) 依法辦事 

(C) 依能力任用及升遷 

(D) 水平結構 

 

8. 動機理論中，Douglas McGregor依據對人性的看法，認為員工天生不喜歡工作

的是哪一種理論的人性？ 

(A) M 理論 

(B) X 理論 

(C) Y 理論 

(D) Z 理論 

 

9. 下列有關行政與管理的敘述，何者有誤？ 

(A) 行政強調把政策轉化為行動 

(B) 管理重視的是程序的遵守 

(C) 管理重視的是過程中應負的責任 

(D) 行政是一種執行的行為 

 

10. 下列何者指的是「做對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 

(A) 效率 

(B) 效能 

(C) 領導 

(D) 績效 

 

11. 賦予組織各階層的員工作決策的職權，讓員工肩負成果、改善品質與降低成

本的責任，稱為： 

(A) power distance 

(B) expert power 

(C) benchmarking 

(D)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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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擬訂衛生計畫，為求正確診斷現況及預測未來，最需要： 

(A) 明確的目標 

(B) 充足的經費 

(C) 健全的資訊 

(D) 合格的人員 

 

13. 請由下列選項中，選出最適當的的組合關係以呈現計畫評價之不同階段： 

①輸入評價（input evaluation） 

②過程評價（process evaluation） 

③人力評價（manpower evaluation） 

④輸出評價（output evaluation）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④ 

(D) ①② 

 

14. 強調組織中每一個人都應負有品質的責任，而不限於品質管理部門，更要求

在第一時間就把事情做好，同時要經由不斷的持續改進來增加產品品質，此

觀念是下列哪一種技術？ 

(A) TQC 

(B) TQM 

(C) QFD 

(D) DOE 

 

15. 財務管理之內涵不包括？ 

(A) 理財（Financing） 

(B) 投資（Investing） 

(C) 管理（Management） 

(D) 會計（Accounting） 

 

16. 政策形成的六步驟何者正確？ a 議題設定、b 問題認定、c 政策評估、d 政

策合法化、e 政策執行、f 政策規劃 

(A) a b c d e f 

(B) b a f e d c 

(C) b a f d e c 

(D) b a f e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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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現行我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何？ 

(A) 衛生署 

(B) 內政部 

(C) 環保署 

(D) 行政院 

 

18. 計算粗死亡率時，分子為一年內總死亡數，分母為何？ 

(A) 該年 1 月 1 日的總人口數 

(B) 該年 6 月底的總人口數 

(C) 該年 12 月 31 日的總人口數 

(D) 該年全年的總平均人口數 

 

19. 有關目前我國衛生行政組織中，目前已經不存在，變成「歷史名詞」的衛生

機關為何？ 

(A) 衛生局     

(B) 衛生所     

(C) 衛生處     

(D) 健康服務中心 

 

20. 有關衛生經濟學所追求之目標，請由下列選項中，選出最適當的組合關係： 

①經濟（Economy） 

②彈性（Elasticity） 

③公平（Equity） 

④效率（Efficienc） 

(A) ①②④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④ 

 

21. 目前衛生署組織附屬機關的「疾病管制局」，是由原先的那些處室合併改制

而來？ 

(A) 藥物食品檢驗局、管制藥品管理局、公共衛生研究 

(B) 防疫處、檢疫總所、預防醫學研究所 

(C) 食品衛生處、防疫處、檢疫總所 

(D) 防疫處、預防醫學研究所、管制藥品管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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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陳拱北教授對於台灣公共衛生有許多重要貢獻，下列何者為非？ 

(A) 烏腳病防治 

(B) 感召許多優秀的醫界人才獻身公共衛生領域 

(C) 菸害防制計畫 

(D) 食鹽加碘計畫。 

 

23. 醫療市場不適用於完全競爭市場的原因中，不包括下列何者？ 

(A) 具有外部效果 

(B) 醫師及病床供給量受政府管制 

(C) 存在內部市場 

(D) 醫療資訊不對等 

 

24. 關於台灣近60年的死亡數及死亡率，請由下列選項中選出最適當的組合關

係： 

（1）粗死亡率女性高於男性 

（2）近20年的粗死亡率趨於穩定 

（3）近20年的死亡數以65歲以上年齡層居多 

（4）民國40年代的死亡數以0~14歲年齡層居多 

（5）未來青壯人力將相對減少  

(A) 12345  

(B) 2345  

(C) 1234 

(D) 1235 

  

25. 醫療機構診治疑似食物中毒，應於多少時限內向主管機關報告？ 

(A) 八小時 

(B) 十二小時 

(C) 廿四小時 

(D) 七十二小時 

 

26. 以醫院的分類來看，由醫院聘用專任醫師從事醫療工作，且不淮院外開業醫

師使用醫院設備及人員的制度為？ 

(A) 地區醫院 

(B) 開放性醫院 

(C) 閉鎖性醫院 

(D) 基層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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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關於衛生行政組織架構問題，下列哪一衛生組織為台北市特有？ 

(A) 衛生司、衛生部 

(B) 衛生所、衛生室 

(C) 健康服務中心 

(D) 衛生局 

 

28. 有關藥品處方調劑或醫藥分業的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A) 藥師或藥劑生接受處方調劑，是單純的配藥與交付藥品的行為 

(B) 藥事法規定，醫師以診療為目的，並具有本法規定之調劑設備者，得依 

    自開處方，親自為藥品之調劑 

(C) 目前在省（市）衛生主管機關公告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或醫療急 

    迫情形時，醫師可以根據藥事法之規定調劑自開之處方 

(D) 全民健康保險法中有強制醫藥分業的規範條文 

 

29. 目前台灣的性比例大約是多少？ 

(A) 95 

(B) 99 

(C) 104 

(D) 109 

 

30. 「避免因經濟景氣波動而造成對財源收入的影響」，是健康保險財源籌措的

那一個原則？ 

(A) 穩定性 

(B) 中立性 

(C) 效率性 

(D) 公平性 

 

31. 關於台灣目前的死亡數，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嬰兒 ＞ 新生兒 ＞ 新生期後嬰兒 ＞ 孕產婦 

(B) 嬰兒 ＞ 新生期後嬰兒 ＞ 新生兒 ＞ 孕產婦 

(C) 孕產婦 ＞ 嬰兒 ＞ 新生期後嬰兒 ＞ 新生兒 

(D) 孕產婦 ＞ 嬰兒 ＞ 新生兒 ＞ 新生期後嬰兒 

 

32. 目前我國之「藥事法」的主管機關是行政院衛生署的哪一個單位？ 

(A) 藥事處 

(B) 藥物食品檢驗局 

(C) 食品藥物管理局 

(D) 管制藥品管理局 



7 
 

33. 醫學過度專科化所可能產生之現象，請選出最適當的組合關係：  

①專科醫師的培訓過程自然而然能落實全人教育 

②專科醫師與病人之間不再有資訊不對等的問題 

③醫師專業分工的結果能顯著降低醫療費用支出 

④大型教學醫院專科醫師常須從事基層醫療工作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②④ 

(D) ④ 

 

34. 下列何者為ICD-9-CM的編碼系統所包含之分類？ 

(A) 疾病傷害分類 

(B) 補充分類 

(C) 外因分類 

(D) 以上皆是 

 

35. 人口組成中常用的性比例（sex ratio）低於100表示？ 

(A) 女性成長率較低 

(B) 女性人口較少 

(C) 男性人口較少 

(D) 男性死亡率較低 

 

36. 社會趨於民主化之後，經由團體的運作而產生新公共政策的模式，稱為何種

模式？ 

(A) 團體模式 

(B) 菁英模式 

(C) 系統模式 

(D) 民主模式 

 

37. 署立醫院的經營面臨嚴重的財務短缺，各署立醫院皆須要朝自負盈虧的目標

努力，請問署立醫院的財務困境是屬於SWOT分析裡的哪一項？ 

(A) S， strengths 

(B) W， weaknesses 

(C) O， opportunities 

(D) T， 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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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健康政策所重視的公平是指下列何種公平？ 

(A) 個人性的公平 

(B) 社會性的公平 

(C) 經濟性的公平 

(D) 社區性的公平 

 

39. 進行衛生計畫評估時，將計畫之結果以貨幣單位計算之經濟分析方法為？ 

(A) 成本最小化分析 

(B) 成本效益分析 

(C) 成本效果分析 

(D) 成本效用分析 

 

40. 下列有關「校正失能狀態後人年」（DALY）的敘述何者為錯誤？ 

(A) 是一項正向指標 

(B) 可協助訂出醫療服務的優先順序 

(C) 數值越小越好 

(D) 兩個人各損失 10 年未失能的生命，相當於一個人損失 20 年的未失能的  

    生命 

 

41. 為了彌補醫療市場機能之缺失，最適當之措施為何？ 

(A) 鼓勵提供者自由競爭 

(B) 公權力之介入 

(C) 提供需求者醫療價格訊息 

(D) 慈善機構之協助 

 

42. 關於台灣的人口狀況，請由下列選項中選出最適當的組合關係：  

①目前65歲以上的老年人口約佔一成 

②近10年外籍母親所生嬰兒約佔三成 

③近20年，35歲以上母親所生嬰兒漸減 

④目前的人口密度每平方公里約460人 

⑤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估於民國131年台灣人口達「零成長」 

(A) ①②③④⑤ 

(B) ①②③④ 

(C) ②③④ 

(D)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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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0年國人十大死因其中不包含？ 

(A) 癌症  

(B) 腎炎、腎症候群及腎臟病變  

(C) 心臟疾病  

(D) 自殺 

 

44. 請問下列有關我國「醫療保健支出」之敘述，何者有誤？ 

(A) 國民醫療保健支出統計以最終支出計算為原則 

(B) 國民醫療保健支出係由政府部門、民間部門、保險部門所構成 

(C) 醫療保健支出最終用途別之項目包括一般行政、公共衛生、個人醫療、  

    及資本形成 

(D) 公共衛生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例逐年增加 

 

45. 世界衛生組織以那個指標來量化因疾病或傷害所造成的「疾病負擔」？ 

(A) 校正品質後存活人年（QALYs） 

(B) 校正失能狀態後人年（DALYs） 

(C) 潛在生命年數損失（PYLL） 

(D) 健康平均餘命（HLE） 

 

46. 依據最新修定之行政院組織法，民國101年起我國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 

(A) 厚生部 

(B) 衛生部 

(C) 衛生福利部 

(D) 社會福利與衛生部 

 

47. 有關疾病預防的層次（Levels of Prevention）中，乳癌篩檢是屬於那一層次的

預防？ 

(A) 第一段預防（Primary Prevention）     

(B) 第二段預防（Secondary Prevention）   

(C) 第三段預防（Tertiary Prevention）   

(D) 第四段預防（Fourth Prevention） 

 

48. 國民健康局目前編列預算補助四種癌症篩檢，下列哪一項不是其中之一？ 

(A) 大腸直腸癌 

(B) 子宮頸癌 

(C) 皮膚癌 

(D) 口腔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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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我國老年人口比率於民國幾年突破7%，進入高齡化國家之列？ 

(A) 90 

(B) 85 

(C) 82 

(D) 80 

 

50. 依據藥事法的規定，須經醫師診斷、開立處方，並由醫師使用或專業人員調

劑，才能使用的藥品稱之為？ 

(A) 成藥 

(B) 指示藥 

(C) 處方藥 

(D) 以上皆是 

 

51.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對於法定傳染病的分類，下列何者正確？ 

(A) 腸病毒屬於第一類 

(B) 狂犬病屬於第二類 

(C) 結核病屬於第三類 

(D) 麻疹屬於第四類 

 

52. 請問由「阿瑪阿塔宣言（Alma Ata Declaration）」代表之時代為何？ 

(A) 健康促進時代 

(B) 初級健康照護時代 

(C) 預防醫學時代 

(D) 健康保護時代 

 

53. 世界衛生組織及聯合國兒童基金會提出的「母嬰親善醫院（Baby Friendly 

Hospital）」方案，亦即產科機構如何幫助產婦餵奶成功的十大步驟，下列何

者不為其所訂定的十大步驟？ 

(A) 不要給予餵母乳之嬰兒人工奶嘴  

(B) 24 小時母嬰同室 

(C) 讓產婦了解哺育母乳的好處  

(D) 不用教導母親如何餵乳 

 

54. 三段五級的預防性觀點，下列何者敘述錯誤？  

(A) 初段預防包含健康促進 

(B) 初段預防包含早期診斷和治療 

(C) 次段預防包含早期診斷和治療 

(D) 三段預防包含限制失能與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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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因預防接種而受害者，應如何因應？ 

(A) 得向健保局請求退回預防接種的費用   

(B) 得要求縣市政府賠償 

(C) 得請求救濟補償           

(D) 只能自認倒楣 

 

56. 依照傳染病防治法之規定，白喉、傷寒、登革熱等疾病屬於第幾類傳染病？ 

(A) 第一類 

(B) 第二類 

(C) 第三類 

(D) 第四類 

 

57. 健康照護財務籌措原則，下列何者不是？ 

(A) 公平性原則 

(B) 效率性原則 

(C) 充足與穩定性原則 

(D) 普及性原則 

 

58. 下列哪一項不是經由血液傳染的疾病 ？ 

(A) A 型肝炎 

(B) B 型肝炎 

(C) C 型肝炎 

(D) 愛滋病 

 

59. 傳染病之流行情形，按照程度可分為三種，下列何者不是？ 

(A) 大流行性 

(B) 流行性 

(C) 小流行性 

(D) 地區性 

 

60. 國民健康局在追求國民「健康平等」的努力上，推出三個策略，下列哪一項

不屬於推動「健康平等」的策略： 

(A) 婦女健康議題研究 

(B) 弱勢族群健康研究 

(C) 健康政策優先性評估 

(D) 慢性疾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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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009年1月11日菸害防制法規定，幾人以上之室內工作場所全面禁菸？ 

(A) 三人 

(B) 六人 

(C) 十人 

(D) 二十人 

 

62. 預防保健可以延緩疾病及併發症的發生，以保障全體國民健康。下列何者非

衛生署提供之預防保健服務？ 

(A) 孕婦產前檢查、兒童預防保健 

(B) 子宮頸抹片檢查、乳房攝影檢查服務 

(C) 兒童牙齒塗氟保健 

(D) 全民健康檢查 

 

63. 由醫師專責診療、開立處方，而由藥事專業人員負責調劑及藥物諮詢的醫療

型態即所謂的： 

(A) 優良藥品調劑規範 

(B) 藥品安全監視 

(C) 醫藥分業 

(D) 藥品通路管制 

 

64. 健康轉型的概念首先由Omran（1971）提出。我們可以依據轉型開始與完成

轉型之時間不同，將世界各國分為下列類型，請問台灣的轉型應屬於哪一個？ 

(A) 古典類型 

(B) 加速類型 

(C) 新古典類型 

(D) 延遲類型 

 

65. 不必強制隔離治療者是屬於哪一種傳染病？ 

(A) 第一類 

(B) 第二類甲種 

(C) 第二類乙種及第三類 

(D) 第三類 

 

66. 國民健康局於民國99年起補助49家癌症醫院辦理「癌症資源單一窗口」服務，

下列何者為非篩檢項目之一？ 

(A) 子宮頸癌 

(B) 乳癌 

(C) 肝癌 

(D) 大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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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世界衛生組織對菸害防制的六項行動策略之建議（MPOWER），除了監測菸

品使用及政策、預防二手菸危害、提高戒菸服務、禁止菸品廣告外，還包含？ 

(A) 提高菸害賠償 

(B) 提高菸稅 

(C) 提高公共場所吸菸之罰款 

(D) 提高菸商營業稅率 

 

68. 下列那項為防治子宮頸癌之次級預防措施？ 

(A) 避免多重性伴侶 

(B) 人類乳突病毒疫苗接種 

(C) 子宮頸抹片檢查 

(D) 規律運動 

 

69. 下列那項營養成份未納入市售包裝食品之規定標示項目？ 

(A) 反式脂肪 

(B) 糖含量 

(C) 鈉含量 

(D) 熱量 

 

70. 有關HACCP（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s）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 基本上 HACCP 由七大原則或步驟組成 

(B) HACCP 為事後防範之制度 

(C) HACCP 需要定期確認原系統的設計功效 

(D) 為了要控制危害至可接受的程度，要設定管制界限（critical limit） 

 

71. 對於菸品健康福利捐分配比例，下列何者非其補助項目？ 

(A) 癌症防治 

(B) 全民健康保險 

(C) 地方公共建設 

(D) 罕見疾病醫療費用 

 

72. 我國全民健保為控制醫療費用過度成長，陸續推出了多項論病例計酬（case 

payment）制度，這種制度屬於何種支付制度？ 

(A) 前瞻性支付制度（prospective payment system） 

(B) 回溯性支付制度（retrospective payment system） 

(C) 立即性支付制度 

(D) 實支實付型支付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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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下列何者不是一般保險的基本原理？ 

(A) 危險共同分擔 

(B) 大數法則 

(C) 避免引導道德危險 

(D) 強制投保 

 

74. 有關醫療機構的經營能力（financial activity）指標，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 總資產週轉率（total asset turnover） 

(B) 營運毛利率（operation margin） 

(C) 固定資產週轉率（fixed asset turnover） 

(D) 流動資產週轉率（current asset turnover） 

 

75. 目前我國的醫療給付改善方案「糖尿病試辦方案」是採用哪一種支付制度？ 

（註： 糖尿病患的照護計畫應包括重點：至少每半年測量糖化血色素

（HbA1c）一次、至少每兩年接受1次視力與散瞳之眼底檢查、糖尿病患腎臟

疾病情形：每年檢測尿液微量白蛋白1次、每年至少做1次足部檢查。） 

(A) 論質計酬    

(B) 論日計酬    

(C) 論量計酬   

(D) 論人計酬 

 

76. 下列何種支付制度最可能降低病人就醫可近性（accessibility）？  

(A) 論病例計酬 

(B) 論量計酬 

(C) 論質計酬 

(D) 論人計酬 

 

77. 下列那一項不是社會性健康保險的特性？ 

(A) 非營利 

(B) 強制性納保 

(C) 個人公平 

(D) 大數法則 

 

78. 關於民眾在醫療市場的複向求醫（doctor shopping）行為，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①與「貨比三家」的概念相似 

②指有不同的醫療需求時，會尋求不同的治療途徑 

③主要導因於醫療市場資訊不充分所產生的特殊行為 

④一般而言，較偏重價格的比較而非療效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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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②③ 

 

79. 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在下列何者是相同的？  

(A) 目的 

(B) 所追求的公平 

(C) 費率計算方式 

(D) 重視效率 

 

80. 全民健保的開辦，實踐了下列哪些理念？ 

①強制全民納保，共同分擔風險，避免逆向選擇 

②實施醫療費用部份負擔制度，藉以平衡健保財務，並且抑制醫療資源浪費 

③醫療院所無須考慮醫療支出，藉以提昇醫療品質及服務意願 

④以社會保險為主，兼顧社會福利的色彩 

⑤雇主必須分擔受雇者之保費，但無須分擔眷屬保費，以免眷口數較多之勞

工受到歧視 

⑥以薪資多寡計算保費，實踐「所得重分配」的效果 

⑦健保財務獨立、自給自足及自負盈虧為原則，作為平衡財務及永續經營的

機制 

(A) ①②③④⑤⑥⑦ 

(B) ①②③④ 

(C) ①②④⑥⑦ 

(D) ①②④⑤⑥⑦ 

 

81. 依據WHO於公元2000的世界健康報告，醫療照護體系的組成不包括下列何

者？ 

(A) 社區的參與 

(B) 形成健康照護資源 

(C) 籌措財源 

(D) 規範與管理 

 

82. 下列何者非醫療品質須包含之要素 ？  

(A) 可近性 

(B) 合適性 

(C) 達成性 

(D) 效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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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下列措施之中降低被保險人濫用健康保險資源，何者措施較有效？ 

(A) 提高保費負擔 

(B) 實施部分負擔 

(C) 限制投保對象 

(D) 增列衛生經費 

 

84. 最近五年，下列哪一國家民眾每年平均就醫次數最高？ 

(A) 台灣 

(B) 美國 

(C) 英國 

(D) 日本 

 

85. 下列何者不是我國全民健保的總目標？ 

(A) 全民納保、平等就醫 

(B) 財務平衡、永續經營 

(C) 醫界自律、維持點值 

(D) 提升醫療品質、促進國民健康 

 

86. 下列何者可以免除部分負擔？ 

(A) 持有健保卡者 

(B) 接受藥癮勒戒者 

(C) 遠洋漁船工作者 

(D) 持有重大傷病卡，而且診治相關疾病者 

 

87. 保險對象因情況緊急在非保險醫療機構立即診療者，若要申請核退，應於治

療結束或分娩後多久內提出申請？   

(A) 一週 

(B) 四週 

(C) 三個月 

(D) 六個月 

 

88. 以下何者不是由醫策會所主辦？ 

(A) 醫品圈競賽 HQIC 

(B) 病人安全事件通報 TPR 

(C) 台灣健康照護指標系列 THIS 

(D) 突破系列 BTS（跨院際間的交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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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由醫策會在1998年所引進的台灣醫療品質指標計畫（TQIP），共包含四類指

標，不包含以下哪一項？ 

(A) 精神照護 

(B) 急性照護 

(C) 加護指標系統 

(D) 長期照護 

 

90. 1974年裘蘭（Juran）將服務品質分為五種，下列何者不是其中之一？ 

(A) 顧客看得見的硬體品質 

(B) 顧客看得見的軟體品質 

(C) 顧客看得見的內部品質 

(D) 顧客的心理品質 

 

91. 依據100年7月公告之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作業程序，下列何者不是評鑑

申請的類別之一？ 

(A) 醫學中心 

(B) 區域醫院 

(C) 地區醫院 

(D) 社區醫院 

 

92. 下列何者不是向中央健康保險局申請退保的條件之一？ 

(A) 改變投保身分 

(B) 喪失投保資格 

(C) 失蹤滿六個月 

(D) 被羈押於看守所 

 

93. 下列何者不是長期照護服務的項目之一？ 

(A) 輔具購買服務 

(B) 喘息服務 

(C) 交通接送服務 

(D) 租屋服務 

 

94. 目前我國全民健保醫療費用支出，以下列何者所占比率最高？ 

(A) 西醫醫院 

(B) 西醫基層 

(C) 牙醫 

(D) 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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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有關我國全民健保重大傷病證明卡，請由下列選項中選出最適當的組合關

係： 

①已超過80萬人領有重大傷病證明卡 

②持此卡看任何病都可以免部分負擔 

③持有重大傷病證明卡可享終身有效 

④領卡人數最多者為癌症 

⑤醫療費用最高者為洗腎 

(A) ①②③④⑤ 

(B) ②③④⑤ 

(C) ①②③④ 

(D) ①④⑤ 

 

96. 下列何種領證醫事人員其執業率最低？ 

(A) 中醫師 

(B) 藥師（藥劑生） 

(C) 護理師（士） 

(D) 營養師 

 

97. 醫院資材管理目前常用的方式有三類，試問複倉制為？ 

(A) 當庫存數量低於既定水準，即發出訂購單以補足庫存數量。 

(B) 定期訂購，但訂購數量依當時存量與最高存量而定。 

(C) 當進貨時，將資材分成兩箱，待第一箱用畢即發出訂購單，補足存貨。 

(D) 以上皆非 

 

98. 要找出病歷記錄內容是否有不一致或矛盾之處的審查是屬於： 

(A) 病歷質的審查 

(B) 病歷量的審查 

(C) 病歷形式的審查 

(D) 病歷要件的審查 

 

99. 下列哪一項不屬於醫院人力資源管理的特質： 

(A) 人員的成就感高 

(B) 專業人員的供給量，有一定的限制 

(C) 各類人員間的薪資差異大 

(D) 工作環境中的危險因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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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下列的風險事故：（1）生育；（2）失業; （3）疾病；（4）傷害；（5）

退休，那些是全民健康保險含括保障的範圍？ 

(A) 123 

(B) 134 

(C) 345 

(D) 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