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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力測驗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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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結構設計包含縱向結構設計及橫向結構設計。其中縱向結構設計主要是

考慮以下哪個面向？ 

(A) 管理層次 

(B) 管理費用 

(C) 管理幅度 

(D) 管理年資 

 

2. 企業管理矩陣是由哪兩大構面組成？ 

(A) 管理(management)功能+企業(business)功能 

(B) 生產(production)功能+銷售(sales)功能 

(C) 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功能+財務會計(finance and accounting)功能 

(D) 生產(production)功能+研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功能 

 

3. 「80-20 原理」於管理之應用表示？ 

(A) 20%原因導致 80%問題 

(B) 80%原因導致 20%問題 

(C) 20%努力解決 80%問題 

(D) 80%努力解決 20%問題 

 

4. 在管理學上，能將公司的願景及策略轉化為有形具體的目標與量度，透過財

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及成長四個構面作為組織績效評估之方法為？ 

(A) 平衡計分卡 

(B) 目標管理法 

(C) 計畫評核術 

(D) 決策樹分析 

 

5. Maslow 的需要學說中之第三層級需要為： 

(A) 生理 

(B) 自尊 

(C) 安全感 

(D) 歸屬感與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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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者最重要的功能是？ 

(A) 規劃 

(B) 控制 

(C) 組織 

(D) 領導 

 

7. 在所有的衛生資源中，何者最寶貴？ 

(A) 人力 

(B) 經費 

(C) 設備 

(D) 資訊 

 

8. 「若符合目前生物醫學知識，則屬於因果相關的可能性較大」，為判斷因果關

係中的哪一個準則？ 

(A) 相關時序性 

(B) 相關一致性 

(C) 相關特異性 

(D) 生物學贊同性 

 

9. 下列何者非健康轉型的時期？ 

(A) 流行期 

(B) 大流行及飢荒期 

(C) 退化及人為疾病期 

(D) 延後退化期 

 

10. 對品質管理概念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品質控制強調「如何做出產品或服務應有的活動」 

(B) 品質控制要強調的是事前的預防而非事後的檢查 

(C) 品質保證強調「如何確定品質已確實達成其應有水準的活動」 

(D) 全面品質管制強調產品或服務的品質管制工作並不只是品質管理部門或

生產部門的責任，而是所有部門皆有責任 

 

11. 目前我國衛生行政組織中，台北市特有的衛生機關為何？ 

(A) 衛生局 

(B) 衛生所 

(C) 衛生處 

(D) 健康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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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何者非台灣健康照護體系整合時期的特徵？ 

(A) 自由放任式的成長 

(B) 提昇醫療品質 

(C) 改善醫療作業與管理效率 

(D) 持續推動醫療網計劃 

 

13. 關於公共衛生法規之性質，下列何者為非？ 

(A) 行政法 

(B) 公法 

(C) 私法 

(D) 國內法 

 

14. 品質管理強調 PDCA 循環的應用，其中「C」代表什麼意思？ 

(A) care 

(B) check 

(C) case 

(D) course 

 

15. 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的相關規定，保險人為促進預防醫學、落實轉診制度，

並提升醫療品質與醫病關係，應訂定家庭責任醫師制度。家庭責任醫師制度

給付的原則為何？ 

(A) 論量計酬 

(B) 論病例計酬 

(C) 論人計酬 

(D) 論質計酬 

 

16. 下列有關我國人口指標的敘述，何者錯誤？ 

(A) 2012 年人口性比例為 100 

(B) 1993 年我國老年人口比率突破 7% 

(C) 扶養比(dependency ratio)近年來有上升的趨勢 

(D) 扶老比(old age population ratio)近年來平穩上升 

 

17. 我國 2012 年十大主要死因前三名依序分別為？ 

(A) 惡性腫瘤、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腦血管疾病 

(B) 惡性腫瘤、腦血管疾病、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C) 惡性腫瘤、腦血管疾病、肺炎 

(D) 惡性腫瘤、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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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國 2012 年十大主要癌症死因第一名為？ 

(A) 肝和肝內膽管癌 

(B) 結腸、直腸和肛門癌 

(C) 氣管、支氣管和肺癌 

(D) 口腔癌 

 

19. 下列何種衛生指標最能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公共衛生與醫療科技的進步情

形？ 

(A) 嬰兒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 Rate) 

(B) 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 

(C) 粗死亡率(Crude Death Rate) 

(D) 癌症死亡率(Cancer Mortality Rate) 

 

20.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哪幾類病人一定要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

離治療？ 

(A) 只有第一類 

(B) 只有第一跟第二類 

(C) 只有第一到第三類 

(D) 只有第一到第四類 

 

21. 下列為我國衛生行政的相關事項，請選出由早期到近期的正確順序。 

①衛生署成立  ②瘧疾撲滅  ③實施全民健康保險  ④醫療網計畫推動 

(A) ①③②④ 

(B) ①②③④ 

(C) ②①④③ 

(D) ②④①③ 

 

22. 下列何者不是評估醫療體系表現之指標？ 

(A) 公平性(equity) 

(B) 效率(efficiency) 

(C) 效果與品質(effectiveness & quality) 

(D) 賦能(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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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對於以下四個國家採取的醫療費用模式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瑞典：採核退制 

(B) 日本：採整合模式，分離政府或保險人購買者和供給者 

(C) 英國：採特約模式 

(D) 比利時：政府命令與指導的策略 

 

24.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的醫療費用支付方式，在各部門總額之下，以下列何者為

主？ 

(A) 論服務量計酬(fee for service) 

(B) 論質計酬(pay-for-performance) 

(C) 論人計酬(capitation payment) 

(D) 診斷關聯群(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DRGs) 

 

25.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項目？ 

(A) 癌症 

(B) 慢性精神病 

(C) 洗腎 

(D) 高血壓 

 

26. 請將下述醫療機構依「規模大小」由大至小排列： 

①區域醫院  ②醫學中心  ③基層醫療單位  ④地區醫院 

(A) ②④①③ 

(B) ②①④③ 

(C) ①②③④ 

(D) ③②④① 

 

27. 以下有關「醫藥分業」的敘述，何者錯誤？ 

(A) 醫藥分業可以保障民眾自由選擇藥品調劑場所的權利 

(B) 醫藥分業由藥事專業人員負責調劑及藥物諮詢 

(C) 醫藥分業可以健全藥品流通管理體系 

(D) 醫藥分業由藥劑師專責開立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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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有關健康照護體系之財務流程的敘述，何者錯誤？ 

①payer and buyer：預算、論人計酬、論量計酬、論病例計酬 

②supplier：藥品、資訊、建物設備、醫療儀器 

③financer：被保險人、雇主、政府 

④sources of fund：承保、管理安全準備、保費收取 

⑤health workers：醫師 

⑥provider：醫院、診所、社區藥局 

(A) ①、② 

(B) ③、④ 

(C) ⑤、⑥ 

(D) ②、⑤ 

 

29. 國際間常見評比健康照護體系成效之主題包括下列哪些？ 

①醫療資源分佈  ②乙：醫療保健費用  ③財務負擔公平性              

④國民健康指標  ⑤醫護人員滿意度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⑤ 

(C) ①③④⑤ 

(D) ①②④⑤ 

 

30. 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所下的定義為：健康不僅爲疾病或虛弱之消除，而是①

身體、②心理、③心靈、④社會之完全安適狀態。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②③④ 

 

31. 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多少百分比以提供醫療救濟、社區醫

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 

(A) 0% 

(B) 3% 

(C) 10% 

(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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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下列有關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之敘述，何者是最適當的組合關係？ 

①健康的公共政策  ②個人技能之增進  ③支持健康環境之建構         

④醫療照護體系之重整  ⑤醫療費用有效控制 

(A) ①②③④⑤ 

(B) ②③④⑤ 

(C) ①②③④ 

(D) ①②④⑤ 

 

33. 台灣末期腎臟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的盛行率高居全球之冠，腎臟

替代療法的費用為健康保險與照護支出上的沉重負擔。目前每年大約花費多

少億元？ 

(A) 10 億元 

(B) 30 億元 

(C) 100 億元 

(D) 300 億元 

 

34. 依我國醫療法規定，婦產科診所得依醫療業務需要設置幾張以下的產科病

床？ 

(A) 5 張 

(B) 9 張 

(C) 10 張 

(D) 15 張 

 

35.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 2012 年平均每位保險對象門診醫療利用次數約幾次？ 

(A) 10 次 

(B) 15 次 

(C) 20 次 

(D) 25 次 

 

36. 下列關於衛生統計指標的定義，何者正確？ 

①嬰兒死亡率=嬰兒出生未滿 1 歲死亡數/活產嬰兒數*1,000 

②0 歲平均餘命=人出生後可預期的壽命 

③人口性比例=女性人口數/男性人口數*100 

④人口自然增加率=粗出生率-粗死亡率 

(A) ①② 

(B) ①②③ 

(C) ①②④ 

(D)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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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有關衛生統計指標敘述何者正確？ 

(A) 總生育率推計 15-49 歲育齡婦女一生中可能生產女嬰數 

(B) 發生率指發生新個案的人數除以有此風險的人口數 

(C) 標準化死亡率係以標準人口組別人數乘上目標人口組別死亡率加總而成 

(D) 平均餘命係將死亡者之年齡相加除以死亡人數，故又稱平均壽命 

 

38. 下列何項資料適合作為公共衛生監測系統的資料庫之一？ 

(A) 傳染病通報資料 

(B) 國民健康訪問調查 

(C) 癌症登記檔 

(D) 以上皆是 

 

39. 下列何者為衡量醫療照護財務負擔公平的常用方法？ 

(A) Kakwani Index 

(B) Geni Index 

(C) Herfindahl Index 

(D) Glycemic Index 

 

40. 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的相關規定，保險對象、投保單位、扣費義務人及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對保險人核定案件有爭議時，應向哪一個機構提出審議？ 

(A) 全民健康保險會 

(B) 全民健康保險費用協定委員會 

(C) 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 

(D)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 

 

41. 提供清潔針具及減毒替代治療計畫，是為了防治哪項疾病？ 

(A) 愛滋病 

(B) 禽流感 

(C) 肺結核 

(D) 日本腦炎 

 

42. 過去中央健康保險局自何時開始實施 Tw-DRGs 支付制度？ 

(A) 2010 年 7 月 1 日 

(B) 2010 年 1 月 1 日 

(C) 2009 年 9 月 1 日 

(D) 2009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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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全球第一個證實疫苗可以預防癌症的研究典範為？ 

(A) B 型肝炎疫苗 

(B) 子宮頸癌疫苗 

(C) 肺炎鏈球菌疫苗 

(D) H1N1 疫苗 

 

44. 對品質管理之概念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品質控制強調「如何做出產品或服務應有的活動」 

(B) 品質控制要強調的是事前的預防而非事後的檢查 

(C) 品質保證強調「如何確定品質已確實達成其應有水準的活動」 

(D) 全面品質管制強調產品或服務的品質管制工作並不只是品質管理部門或

生產部門的責任，而是所有部門皆有責任 

 

45. H5N1 流感屬於第幾類法定傳染病？ 

(A) 第一類 

(B) 第二類 

(C) 第三類 

(D) 第四類 

 

46. 下列敘述為我國採行之菸害防制相關措施，何者正確？ 

(A) 菸品容器標示 50%之健康警示圖文 

(B) 自 2009 年 6 月起，每包菸課徵 15 元的菸品健康福利捐 

(C) 室內五人以上的工作場所，禁止吸菸 

(D) 禁止提供菸品給十八歲以下者 

 

47. 在世界衛生組織 2010 年全球口腔保健指標中，5 歲兒童齲齒盛行率應低於多

少？ 

(A) 10 % 

(B) 20% 

(C) 30% 

(D) 40% 

 

48. 下列有關我國學齡前兒童預防保健服務措施何者錯誤？ 

(A) 聽力篩檢 

(B) 牙齒塗氟 

(C) 代謝疾病篩檢 

(D) 斜弱視及視力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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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有關經食物傳播的傳染病常見的情形包括？ 

   ①食物被汙染而帶病原微生物 

   ②食物在加工過程被病原微生物汙染 

   ③蒼蠅或蟑螂攜帶病原微生物汙染食物 

   ④食物供應者或在最後給予食物時汙染到食物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②③ 

 

50. 我國對於尚未納入健康保險但懷孕的新住民婦女，提供幾次產前檢查之補

助？ 

(A) 10 次 

(B) 6 次 

(C) 5 次 

(D) 不提供補助 

 

51. 在傳染病防治策略中，下列何者屬於次級預防？ 

   ①暴露後預防注射 

   ②接觸史追蹤 

   ③病媒管制 

   ④生理治療 

(A) ①②③④ 

(B) ①③④ 

(C) ②③④ 

(D) ①② 

 

52. 1974年加拿大健康政策白皮書(Lalonde Report)強調下列何者對於疾病的重要

性，呼籲人們不要過度依賴醫療？ 

   ①生物遺傳因素(human biology) 

   ②環境因素(environment)  

   ③個人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rs) 

   ④生活型態(lifestyle)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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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有關黴菌毒素(Mycotoxins)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通常不穩定且不耐熱，能於食品處理過程輕易移除 

   ②食品運送過程應保持高溫潮溼，以抑制黴菌毒素成長 

   ③開發中國家民眾較有可能暴露到高劑量的黴菌毒素 

   ④黃麴毒素B1為確定之人類致癌物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③④ 

 

54. 為了減輕食品業者的經營風險，同時保障消費者權益，我國食品衛生管理法

規定食品業者必須投保？ 

(A) 產品責任保險 

(B) 產物安全保險 

(C) 國家賠償保險 

(D) 中央品管保險 

 

55. 在WHO對於促進食品安全提出的指導原則中，消費者方面所須分擔的責任包    

括？ 

   ①個人須具備知識並能力行實踐 

   ②注意家中調理食物的安全措施 

   ③組織消費者保護團體 

   ④蒐集資訊並研究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56. 有關健康食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國際組織並未對「健康食品」訂立法律上的定義 

   ②「健康食品」在台灣是具有法律定義的專有名詞 

   ③我國「健康食品管理法」於1999年完成立法施行 

   ④「健康食品」原本即應受到既有食品法規的管轄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④ 

(D) 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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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現行藥事法對於藥品的分類，不包括？ 

(A) 成藥 

(B) 針劑及方劑 

(C) 醫師處方藥品 

(D) 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58. 有關健康與疾病的關係，西方醫學的發展深受下列何者之影響？ 

(A) 地理學 

(B) 機械論 

(C) 神鬼說 

(D) 五行說 

 

59. 下列何者是台灣傳染病防治史中，政府投注最多資源的疾病？ 

(A) 瘧疾 

(B) 破傷風 

(C) 痲瘋病 

(D) 結核病 

 

60. 台灣在 1982 年曾爆發哪一種疾病的全島大流行？ 

(A) 麻疹 

(B) 結核病 

(C) 德國麻疹 

(D) 小兒麻痺 

 

61. 下列為傳染病流行常見的五個階段，請依序排列： 

   ①爆發式流行(outbreak) 

   ②規則性流行(regular epidemic) 

   ③寂靜傳播(silent transmission) 

   ④大規模式流行(large-scale epidemic) 

   ⑤地方型或高度地方型流行(endemic or hyper-endemic) 

(A) ①②③④⑤ 

(B) ⑤④③②① 

(C) ②①③④⑤ 

(D) ③①②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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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1981 年台灣小琉球發生的登革熱流行是屬於？ 

(A) 爆發式流行(outbreak) 

(B) 規則性流行(regular epidemic) 

(C) 大規模式流行(large-scale epidemic) 

(D) 地方型或高度地方型流行(endemic or hyper-endemic) 

 

63. 2000 年台灣全島發生第 71 型腸病毒所導致的手足口症大流行是屬於？ 

(A) 爆發式流行(outbreak) 

(B) 規則性流行(regular epidemic) 

(C) 大規模式流行(large-scale epidemic) 

(D) 地方型或高度地方型流行(endemic or hyper-endemic) 

 

64. 有關傳染病的分類，並不包括？ 

(A) 臨床醫學 

(B) 生態學 

(C) 微生物學 

(D) 流行病學 

 

65. 有關經水傳播的傳染病之流行病學特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可包括經飲水傳播 

   ②可包括接觸疫水傳播 

   ③可能形成「地方性流行」的傳染病 

   ④傷寒、霍亂、痢疾、蛔蟲均屬之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 

 

66. 在傳染病防治策略中，下列何者屬於三級預防？ 

(A) 暴露後預防注射 

(B) 隔離或特殊處理 

(C) 接觸史追蹤 

(D) 病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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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在特殊傳染病的防治策略中，「管理傳染源」措施包括？ 

   ①隔離 

   ②檢疫 

   ③消毒 

   ④疫苗注射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68. 下列哪些為我國傳染病疾病數據的來源？ 

①疫情報導 

②全民健保資料庫 

③醫院病例報告 

④學校醫務室紀錄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69. 根據我國對法定傳染病通報的分級，日本腦炎屬於？ 

(A) 第一類傳染病 

(B) 第二類傳染病 

(C) 第三類傳染病 

(D) 第四類傳染病 

 

70. 在傳染病的各個重要時期中，由感染到可察覺到疾病病癥的時間稱為？ 

(A) 潛藏期(latent period) 

(B) 潛伏期(incubation period) 

(C) 傳染期(period of communicapability) 

(D) 致病期(period of pathogenicity) 

 

71. 台灣全民健保 102 年正式落實二代健保，實際費率是為少？ 

(A) 4.55% 

(B) 4.91% 

(C) 5.17% 

(D)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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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衛生福利部於民國 99 年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以保護消費者健康為核心，落

實食品藥物安全管理一元化，提升管理效能。在產品源頭管理藉上游食品及

藥物製造管理機制，確保產品製造端之安全及品質；同時執行輸入食品查驗，

落實邊境管制，杜絕不良產品於境外。下列有關中央衛生單位的措施敘述何

者為非？ 

(A)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經由產品產銷過程中可能產生危害之分析，

設置重要管制點並加以嚴格監控，預防食品危害的發生 

(B) 加強原料藥品質管理：強化輸入原料藥與自用原料藥進口管理， 建立原

料藥 DMF 制度 

(C) 進口牛肉執行「二管五卡」管制措施 

(D) 持續推行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並推動全面實施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

(PIC/S GMP)標準 

 

73. 2008年 2月美國內科學年鑑(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刊載我國國家衛生研

究院溫啟邦研究室發表的「評估台灣全民健保的十年經驗」，以實證顯示台灣

全民健保對於延長人口平均壽命及降低健康差異確有實質成效。試問下列敘

述何者為商業保險與社會保險的相異處？ 

(A) 均採大數法則 

(B) 被保險人危險共同負擔 

(C) 避免引導道德危險 

(D) 被保險人投保的自由性 

 

74. 政府在山地離島醫療保健服務方面曾經做過哪些努力，請由下列選項選出最   

適當的組合關係： 

   ①充實衛生所以及衛生室之設備 

   ②培育公費醫護人員分發至山地離島衛生所服務 

   ③實施巡迴醫療服務 

   ④辦理通訊醫療計畫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④ 

(D) ①② 

 

75. 下列何者不是衛生福利部 103-104 年病人安全年度工作目標？ 

(A) 提升用藥安全 

(B) 落實感染控制 

(C) 提升手術安全 

(D) 加強住院病人自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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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下列何種支付制度最可能誘發醫院逆選擇行為，避免為病情複雜的患者提供

醫療服務？ 

(A) 論人計酬(Capitation) 

(B) 論量計酬(Fee For Service) 

(C) 論質計酬(Pay For Performance)  

(D) 論病例計酬(Per Case/Case payment) 

 

77. 下列對於我國目前健康照護體系的敘述，何者錯誤？ 

(A) 醫療院所朝兩極化發展，醫院家數增加，診所家數減少 

(B) 健保實施之後，醫院病床數增加 

(C) 醫院病床數以私立(含法人)醫院較多 

(D) 為推動自殺防治，於 94 年成立「自殺防治中心」 

 

78. 下列何者不是「無縫隙持續照護」具備的特質？ 

(A) 整體、持續不間斷的照護 

(B) 照護必須要「無縫隙」 

(C) 病人住在護理之家照顧 

(D) 病人在出院後轉介至社區之基層醫療照護機構 

 

79. 有關我國全民健保的給付範圍，請由下列選項中選出最適當的組合關係？ 

   ①門診、牙醫 

   ②檢查、檢驗 

   ③中醫、補品 

   ④藥品、瘦身 

   ⑤愛滋病、器官移植 

(A) ①②③④⑤ 

(B) ①②④⑤ 

(C) ①②⑤ 

(D) ②③④ 

 

80. 二代健保費率調降，多數民眾負擔減少，下列哪些人的保費負擔會下降？ 

(A) 薪資所得中的獎金低於 4 個月投保金額之受雇者 

(B) 無業遊民，但股利所得的人 

(C) 有固定薪水，且有租金收入 

(D) 有固定薪水，但領有高額獎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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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中華民國政府依據憲法第 13 章第 4 節「社會安全」專節，整合醫療衛生與社

會福利業務，將有助社會政策與資源整體規劃調配，建構完善的社會福利、

社會照護及醫療保健體制。自民國 60 年衛生署成立以來，組織作最大幅度變

革，於 2013 年成立之單位為何？ 

(A) 中央健康保險局 

(B) 衛生福利部 

(C) 內政部 

(D) 疾病管制局 

 

82. 下列哪一項非醫療服務市場與一般市場的不同？ 

(A) 資訊不對等 

(B) 外部性 

(C) 政府介入 

(D) 完全競爭 

 

83. 公家醫療業務外包，具有一些正面特質，以下何者不是？ 

(A) faster feedback 

(B) raise service levels 

(C) help boost employee morale 

(D) decreased communications 

 

84. 下列何者不是醫院資材管理的特性？ 

(A) 應急性比較強 

(B) 少樣多量 

(C) 佔醫院營運成本比例大 

(D) 維修地點分散且需要技術高 

 

85. 下列何者非結果面之品質指標？ 

(A) 剖腹產率 

(B) 人員及病床比率 

(C) 死亡率 

(D) 院內感染率 

 

86. 下列關於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的敘述何者為是？ 

(A) 中央健康保險局是唯一被保險人 

(B) 保險對象分為六大類 

(C) 隸屬於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設 5 個健保分局 

(D) 目前最主要的財源為以總所得為計算基礎之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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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下列哪些是醫院人力資源管理的特質？ 

①專業人員的供給量，有其一定的限制 

②各類人員間的薪資差異大 

③分工精細、人力運用彈性低、替代性低 

④工作環境中的危險因子多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②③④ 

 

88. 下列關於台灣醫療照護指標系列(Taiwan Healthcare Indicator Series, THIS)的

敘述，何者錯誤？ 

(A) 建立台灣本土化的醫療照護品質指標 

(B) 主要以結構面品質指標來評估醫療品質的優劣 

(C) 已經有門診、急診、住院與加護病房指標系統 

(D) 指標的建立與其效度檢測是以問卷調查與專家座談方式進行 

 

89. 下列解決健康保險道德危險(Moral Hazard)發生之方法，何者是最適當的組合

關係？ 

①減免保費  ②部分負擔  ③查核醫院  ④增加門診給付  ⑤選擇被保險人 

(A) ①② 

(B) ②③ 

(C) ③④ 

(D) ④⑤ 

 

90.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政策目前尚未實施下列何種制度？ 

(A) fee for service 

(B) global budget 

(C) co-payment 

(D) deductible 

 

91. 為使民眾獲得更周全的整合照護，全民健保自民國 100 年 7 月 1 日起試辦「論

人計酬計畫」，主要採何種模式？ 

(A) 區域整合模式 

(B) 社區醫療群模式 

(C) 醫院忠誠病人模式 

(D)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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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目前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由下列何者負責管理？ 

(A) 中央健康保險署 

(B) 國家衛生研究院 

(C) 中央研究院 

(D)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93.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s)是指？ 

(A)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 

(B) 包括洗衣、打電話等活動 

(C) 個人每天自我照顧所必須執行的基本活動 

(D) 個人單獨在社區中生活所必須執行的基本活動 

 

94. 台灣的人口老化與下列何者有關？ 

(A) 死亡率降低與平均餘命延長 

(B) 出生率降低及少子化 

(C) 二次戰後嬰兒潮 

(D) 以上皆是 

 

95. 我國 2000 年 6 月公布施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其內容主要規範下列何種

醫療服務？ 

(A) Long-term care 

(B) Hospice 

(C) 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IDS) 

(D) Intensive Care Unit(ICU) 

 

96. 下列何種衛生計畫評價模式的評價重點是：組織分析，評價計畫目標達成的

程度及組織間相互的關係和限制，以及組織應付環境改變的能力？ 

(A) 系統模式(Systematic Model) 

(B) 反應模式(Responsive Model) 

(C) 決策模式(Decision Model) 

(D) 拮抗模式(Antagonist Model) 

 

97. 品管七大手法中用於判斷製造程序是否在穩定狀態下，有無特殊原因的變異

之分析工具？ 

(A) 散佈圖 

(B) 特性要因圖 

(C) 直方圖 

(D) 管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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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山地離島及偏遠地區因地理環境特殊，面積遼闊，使當地區居民在醫療資源

及健康照護上屬於相對弱勢的族群。為能加強當地居民之健康照顧的可近性、

周延性及持續性，下列有關中央衛生單位的措施敘述何者為是？ 

①加強山地離島偏遠地區硬體設備 

②持續培育地方醫事人員 

③推動部落社區健康營造，結合地方資源，帶動社區民眾參與 

④辦理身心障礙醫療復健輔具中心 

⑤推動偏遠部落醫療資訊化，建立共享資訊平臺 

⑥保障山地離島地區居民健康及就醫權利，辦理「山地離島醫療給付效益提

升計畫」 

⑦山地離島緊急醫療後送服務 

⑧全國廣設「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A)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B) ①②③④⑤⑥⑦ 

(C) ①②③⑤⑥⑦⑧ 

(D) ①②③⑤⑥⑦ 

 

99. 下列何者不是長期照護市場未來發展趨勢？ 

(A) 機構式照護為主 

(B) 社區式照護為主 

(C) 居家式照護為主 

(D) 在地老化 

 

100. 下列何者為二代健康保險財務改革方向？ 

(A) 建立保險財務收支連動 

(B) 提升政府對健康保險財務責任 

(C) 擴大保險費計費基礎 

(D) 以上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