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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力測驗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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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曾提出五種競爭力分析模式，下列何者不屬之？ 

(A) 現存機構間的競爭程度 

(B) 替代品威脅 

(C)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D) 購買者的數量 

 

2. 在領導的權變理論中，下列何者引用了生命週期模式( Life Cycle Model)的觀

點？ 

(A) 路徑目標理論(Path-goal theory) 

(B) 領導者-部屬交換理論(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C) 費德勒權變模式(Fiedler's contingency model) 

(D) 情境領導理論(Situ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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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泰勒(Taylor)科學管理理論包括三部分，下列何者不屬該理論的一部份？ 

(A) 分析時間與動作間相關性 

(B) 以獎勵為誘因的薪酬制度 

(C) 改變原有的組織朝功能化的模式修正 

(D) 將權威區分為不同等級層次 

 

5. 評價模式中的「目標達成模式」與「無預定目標模式」最大的不同在於： 

(A) 無預定目標模式的時間較長 

(B) 無預定目標模式的標準較嚴 

(C) 無預定目標模式的公平性較差 

(D) 無預定目標模式的範圍較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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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SWOT 分析中，哪兩個是醫院內部因素？ 

(A) Strengths, Weaknesses 

(B) Opportunity, Threat 

(C) Strengths, Opportunity 

(D) Weaknesses, Threat 

 

7. 以下何者為公共衛生實務工作者在進行社會行銷(Social marketing)時所面臨

的挑戰？ 

(A) 所行銷的產品多為無需求或負向需求 

(B) 缺少行銷的專業訓練 

(C) 往往缺少充足的資金進行行銷工作 

(D) 以上皆是 

 

8. 下列關於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的比較，何者為是？ 

①社會保險的保費計收基礎採用社區費率 

②為確保被保險人獲得公平的理賠，政府高度介入商業保險 

③社會保險中個人付費的金額與享用醫療的多寡無關 

④社會保險中保險人無法選擇被保險人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④ 

 

9. 耶魯大學公共衛生教授 Winslow(1920)定義公共衛生是一門科學與藝術，其目

的不包括下列何者？ 

(A) 預防疾病 

(B) 治療疾病 

(C) 延長壽命 

(D) 增進健康與效率 

 

10. 下列有關健康經濟學中之專有名詞的敘述，何者錯誤？ 

(A) Price maker：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廠商數目少，生產具異質性產品，

廠商有少有影響價格的能力 

(B) Doctor shopping：同一個病看兩個以上的醫生或接受兩套不同的治療 

(C) Derived demand：醫師為了自身利益，而誘導病人消費 

(D)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人們消費醫療服務所獲得的滿足，隨

著服務量的增加而增加，但超過一定數量，滿足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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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目前政府核發的醫事人員證書已超過二十種。下列何者之應考資格須具碩士

以上學歷？ 

(A) 臨床心理師  

(B) 職能治療師  

(C) 物理治療師  

(D) 呼吸治療師 

 

12. 下列何者為處方藥廣告可刊載之處所 

(A) 學術性醫療刊物 

(B) 宣傳單 

(C) 電視播放 

(D) 拍賣網站 

 

13. 衛生福利部負責辦理緊急醫療救護制度規劃及推動的單位為？ 

(A)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B) 藥政司 

(C) 綜合規劃司  

(D) 醫事司 

 

14. 關於人口統計問題，請問我國 2045 年預估 65 歲上人口佔全人口比例大約多

少？ 

(A) 11% 

(B) 33% 

(C) 6% 

(D) 2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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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根據衛福部公告的國人十大死因排名，下列哪一種疾病不再屬於十大死因範圍？ 

(A) 惡性腫瘤 

(B) 腦血管疾病 

(C) 心臟疾病 

(D) 結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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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近三十年來，我國醫療界關注的三大課題依時間順序為： 

(A) 品質→成本→可近性 

(B) 品質→可近性→成本 

(C) 成本→可近性→品質 

(D) 可近性→成本→品質 

 

18. 近三十年來，我國衛生醫療資源最嚴重的問題為： 

(A) 醫師人力不足 

(B) 醫院診所太少 

(C) 資源分佈不均 

(D) 牙醫師素質差 

 

19. 目前醫療保健費用佔 GDP 比率，下列哪個國家最低？ 

(A) 台灣 

(B) 日本 

(C) 荷蘭 

(D) 德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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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依照修正後行政院組織法，衛生署將改造為什麼單位？ 

(A) 衛生社會部 

(B) 衛生福利部 

(C) 健康照護部 

(D) 衛生福祉部 

 

22. 我國醫療費用占國內生產毛額(GDP)多少比例約？ 

(A) 7.1% 

(B) 9.1% 

(C) 6.1% 

(D)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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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列對於目前我國衛生行政組織改制之敘述何者為真？ 

(A) 分為「中央、直轄市、縣(市)」3 級 

(B) 分為「中央、省及直轄市、縣(市)」3 級 

(C) 分為「中央、直轄市及縣(市)」2 級 

(D) 全部隸屬中央 1 級 

 

24. 台灣從何年開始每一鄉鎮市區均設有衛生所？ 

(A) 民國34年 

(B) 民國44年 

(C) 民國54年 

(D) 民國64年 

 

25. 下列有關我國傳染病防治架構之敘述何者錯誤？ 

(A) 由醫療機構負責傳染病之監測與通報 

(B) 由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負責各種傳染病之檢驗及研究業務 

(C) 由國家衛生指揮中心負責整合中央、地方政府及民間組織資訊，因應    

重大疫情作戰 

(D) 建構包含隔離醫院、應變醫院、支援合作醫院之傳染病防治醫療網 

 

26. 我國部立醫院之經營管理，主要直接隸屬衛福部何單位組織之業務執掌？ 

(A) 醫事司 

(B)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C) 醫院管理委員會 

(D) 中央健康保險署 

 

27. 以哪一種醫療服務價格彈性最小？ 

(A) 門診服務 

(B) 住院服務 

(C) 護理之家 

(D) 預防保健 

 

28. 對於大部份民眾而言，他們所需要的醫療保健服務係屬於： 

(A) Primary Care 

(B) Secondary Care 

(C) Tertiary Care 

(D) Long-term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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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醫療衛生學者專家們認為必須推行的醫療衛生服務，稱之為： 

(A) Health Want 

(B) Health Demand 

(C) Health Need 

(D) Health Desire 

 

30. 根據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二條規定，綜合醫院指從事    科以上診療業務，

且病床數在      張以上之醫院？ 

(A) 五科，100 張 

(B) 五科，200 張 

(C) 六科，100 張 

(D) 六科，200 張 

 

31. 依醫療法規定，醫療機構之病歷，應指定適當場所及人員保管，並至少保存

幾年？ 

(A) 五年 

(B) 七年 

(C) 九年 

(D) 十年 

 

32. 根據衛福部於 99 年 2 月 23 日公告「醫療機構業務外包作業指引」規範除偏

遠地區人才羅致困難之醫院外，哪些主要醫療核心業務不得外包，何者是最

適當的組合關係？ 

 ①涉及診斷 ②健檢業務 ③治療 ④核心護理 ⑤停車管理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②③④ 

(D) ③④⑤ 

 

33. 衛生計畫的經濟評估方法不包含下列何者： 

(A) 成本效能分析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B) 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C) 成本效用分析 (Cost-utility analysis) 

(D) 成本效率分析 (Cost-efficienc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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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以下何者為分析公共衛生方案倫理問題的步驟？ 

(1)評估不同公共衛生方案不同倫理層面的議題如尊重個人隱私及自主權等 

(2)公共衛生的目標為何 

(3)對於特定的公共衛生行動方案提出效益(Effectiveness)或必要性的佐證 

(A) (1)(2)(3) 

(B) (2)(1)(3) 

(C) (3)(2)(1) 

(D) (1)(3)(2) 

 

35. 盛行率(Prevalence)常用何者表示？ 

(A) 百分率 

(B) 千分率 

(C) 萬百分率 

(D) 十萬分率 

 

36. 我國依賴指數下降的主要原因為？ 

(A) 扶幼比上升 

(B) 扶老比下降 

(C) 扶幼比下降 

(D) 幼年人口上升 

 

37. 我國十大死因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相類同，但是哪一種死因，近年來雖有下降，

但仍凌駕於他國之上？ 

(A) 意外死亡 

(B) 惡性腫瘤 

(C) 腦血管疾病 

(D) 糖尿病 

 

38. 下列有關我國近年衛生指標數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自殺與事故傷害仍為十大死因之一 

(B) 兩性零歲平均餘命已逾 80 歲 

(C) 扶養比快速上升 

(D) 總生育率在 1.0 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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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以下有關傳染病的敘述何者為誤？ 

(A) 1918 年後鼠疫在台灣不曾再出現 

(B) 1920 年後天花就不再大流行 

(C) 1950 年後霍亂不再流行 

(D) 在日據初期瘧疾是台灣第一死因 

 

40. 依據人口統計，至 2011 年底，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已達  

(A) 5.15% 

(B) 7.15% 

(C) 9.15% 

(D) 11.15% 

 

41. 下列為與癌症防治的相關敘述，那項有誤？ 

(A) 癌症為國人第一大死因 

(B) 90~94 年期間，男性癌症發生增加最快的是肝癌 

(C) 我國提供 50-67 歲婦女，每二年一次乳房攝影篩檢 

(D) 健保給付安寧緩和醫療 

 

42. 為減少肥胖對民眾健康的威脅，衛福部曾推動若干防治活動，請問下列何者

有誤？ 

(A) 推動『健康體位，挑戰 1824』 

(B) 修訂國人熱量及營養素建議 

(C) 開辦「體重控制班」 

(D) 課徵「垃圾食物健康捐」 

 

43. 下列關於「慢性病防治三段五級預防模式」的敘述何者為非？ 

(A) 初段預防目的在使個人遠離引發慢性病之危險因子 

(B) 篩檢是屬於初段預防的措施 

(C) 特殊保護是屬於初段預防的措施 

(D) 健康促進是屬於初段預防的措施 

 

44. 「家庭計畫」代表之意義是 

(A) 少生育 

(B) 多生育 

(C) 有計畫的生育 

(D) 自由的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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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下列何者不是政府已全面提供之預防保健服務項目？ 

(A) 孕婦產前檢查 

(B) 兒童牙齒塗氟 

(C) 子宮頸疫苗施打 

(D) 乳房攝影檢查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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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在管制藥品管理上，試問第幾類藥品需設專櫃加鎖儲藏？ 

(A) 第一級 

(B) 第二級 

(C) 第三級 

(D) 第一級至第三級 

 

48. 國民健康署於民國 99 年起補助 49 家癌症醫院辦理「癌症資源單一窗口」服

務，下列何者非為篩檢項目之一？ 

(A) 子宮頸癌 

(B) 乳癌 

(C) 肝癌 

(D) 大腸癌 

 

49. 下列有關慢性病防治之描述，何者錯誤？ 

(A) 慢性病防治的目的是想降低慢性病的發生率 

(B) 希望能改善罹患者的生活品質 

(C) 減少慢性病負擔的最好方法是減少或改善導致慢性病發生的危險因子 

(D) 防治的意思包含了預防與治癒 

 

50. 我國補助 40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多久一次成人預防保健檢查服務？ 

(A) 一年 

(B) 二年  

(C) 三年 

(D)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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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國民健康署在追求國民「健康促進」的任務上，推出三 P 重點，此三 P 是指： 

(A) Proclaim, Protection, Promotion 

(B) Prevention, Proclaim, Promotion 

(C) Prevention, Protection, Proclaim 

(D) Prevention, Protection, Promotion 

 

52. 民眾在遭遇面對緊急災難後，常見到的壓力(Stress)有那些層面？ 

(1)心理層面，如驚慌、憤怒、害怕等  (2)身體層面，如睡眠障礙、頭痛 

(3)認知層面，如無法專注、缺少自信心  (4)人際關係層面，如疏離感、衝突 

(A) (1)(2) 

(B) (1) (2) (3) 

(C) (1) (3) (4) 

(D) (1)(2)(3)(4) 

 

53. 為了保障每位國民均可獲得適切的醫療保健服務，必須將醫療保健服務獲

得： 

(A) 社會化 

(B) 商品化 

(C) 優質化 

(D) 企業化 

 

54. 有關台灣早期的公衛發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 整個日據時代，台灣大約培養 2800 位醫師 

② 從 1906 至 1940 年間，台灣男女性的平均餘命分別由 29 歲和 30 歲延長

到 42 歲和 47 歲 

③ 台灣光復(1945 年)初期，政府開始在各鄉鎮興建衛生所，全台首創 15 家

衛生所 

④ 衛生署(今衛福部)於 1971 年成立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④ 

 

55. 有關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為事前防範之制度 

(B) 針對所有製程加以管理 

(C) 有利於國際間食品安全與貿易之進行 

(D) 比傳統上僅檢驗最終產品雖繁瑣費時但節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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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為減少子宮頸癌對婦女健康的威脅，我國補助幾歲以上婦女每年一次子宮頸

抹片檢查服務？ 

(A) 30 歲 

(B) 35 歲 

(C) 40 歲 

(D) 45 歲 

 

57. 我國統籌醫療器材查驗、登記、審查等行政管理事項之組織為？ 

(A) 衛福部醫事司 

(B) 食品藥物管理署 

(C) 醫藥品查驗中心 

(D) 衛生署科技發展組 

 

58. 根據 2002 年 WHO 全球食品安全策略文件，全球所面臨的食品微生物的危

害，不包括： 

(A) 彎曲桿菌 

(B) 真菌毒素 

(C) 沙門氏桿菌 

(D) 出血性大腸桿菌 

 

59. 下列哪一種疾病的撲滅象徵非傳染性疾病成為台灣民眾健康的主軸： 

(A) 麻疹 

(B) 結核病 

(C) 瘧疾 

(D) 小兒麻痺 

 

60. 關於我國政府提供民眾之免費癌症篩檢服務的描述，下列何者為是？ 

30 歲以上嚼檳榔或吸菸民眾每年一次口腔癌篩檢 

30 歲以上婦女每年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 

50 至 69 歲民眾每兩年一次糞便潛血檢查 

50 至 69 歲婦女每年一次乳房攝影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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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下列哪些傳染病已發生跨國流行的事實： 

①瘧疾 

②登革出血熱 

③抗生素抗藥菌 

④西尼羅腦炎(West Nile encephalitis)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②③ 

 

62. 2003 年台灣發生的 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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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傳染病的分類中，何者最有助於公共衛生控制新興傳染病蔓延： 

(A) 臨床學 

(B) 生態學 

(C) 微生物學 

(D) 流行病學 

 

64. 台灣的便當食物中毒，最常見的類型屬於： 

(A) 食物被汙染而帶病原微生物 

(B) 食物在加工過程被病原微生物汙染 

(C) 蒼蠅或蟑螂攜帶病原微生物汙染食物 

(D) 食物供應者或在最後給予食物時汙染到食物 

 

65. 在傳染病防治策略中，下列何者屬於初級預防： 

①病媒管制 

②接觸史追蹤 

③暴露前預防注射 

④隔離或特殊處理 

(A) ①②③④ 

(B) ①③④ 

(C) ②③④ 

(D) ①②③ 

 



13 
 

66. 「起雲劑違法添加塑化劑」事件後，衛福部擬擴大實施「食品履歷制度」，

請問這項任務應由衛福部所屬的哪一機關負責？ 

(A) 食品藥物管理署 

(B) 國民健康署 

(C) 疾病管制署 

(D) 中央健康保險署 

 

67. 有關偵測(Surveillance)及偵測系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僅適用於傳染病 

(B) 被動偵測比主動偵測昂貴 

(C) 政府只要建構一個優質的偵測系統就夠了 

(D) 公共衛生偵測較流行病學偵測有具體行動 

 

68. 依照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食品或食品添加物若有條列情形之一者，不得

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

開陳列。下列何者並非其中之一？ 

(A) 變質或腐敗者 

(B) 染有病原菌者 

(C) 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不論其含量為多少 

(D) 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者 

 

69. 根據我國對於法定傳染病通報的分級，必須於一週內完成通報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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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致末期腎臟病(ESRD)的原發病因甚多，但大部分病因為？ 

(A) 高尿酸 

(B) 腎絲球腎炎 

(C) 高血壓 

(D) 糖尿病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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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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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健康保險的支付制度 ? 

(A) 論服務量計酬 

(B) 論病例計酬 

(C) 論日計酬 

(D) 論月計酬 

73. 表 1. 為甲、乙、丙三家醫院 97 年全年服務量資料，該三家醫院位於同一

個地理區域，且權屬與評鑑等級均相同。 

表 1. 甲乙丙三醫院服務量比較表 

統計項目 甲醫院 乙醫院 丙醫院 

病床數 450 350 250 

住院人次 13,770 14,372 6,055 

住院人日 139,612 114,975 68,438 

門診人次 492,000 472,500 270,000 

急診人次 123,000 137,025 62,100 

手術人次 13,500 10,800 8,700 

佔床率    

平均住院日    

根據表 1. ，乙醫院之佔床率為(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 

(A) 79.63% 

(B) 85.25% 

(C) 86.72% 

(D) 90.00%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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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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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下列那一項不是全民健保財源籌措應考慮的原則？ 

(A) 公平性 

(B) 效率性 

(C) 充足性與穩定性 

(D) 受益性 

 

76.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所提供給被保險人之保險給付是 

(A) 現金 

(B) 健康服務 

(C) 提貨券 

(D) 就醫證明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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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醫療照護財務流程分為：①付費者；②財務管理者；③支付者；④醫療提供

者；⑤醫療人員。我國的中央健保署是屬於哪一種組合？ 

(A) ①②③④  

(B) ①② 

(C) ②③ 

(D) ③④ 

 

79. 醫療法中有關醫療法人的規定，下列何者敘述為非？  

(A) 醫療財團法人的董事，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應具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資格 

(B) 醫療社團法人結餘之分配，應提撥百分之二十以上作為營運基金 

(C) 外國人充任醫療財團法人之董事，其人數不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並

不得充任董事長 

(D) 法人不得為醫療社團法人之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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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在「二代健保」規劃的財務籌措過程中，由薪資計費改為家戶所得計費，強

調是那一種原則？ 

(A) 公平性 

(B) 效率性 

(C) 穩定性 

(D) 中立性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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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下列對資材管理中的 ABC 存量管理之描述有誤？ 

(A) 醫院少數資材的採購金額佔總採購金額的大部分比例 

(B) 對 A 類資材管理：縮短購備時間，適時請購 

(C) 對 B 類資材管理：不需詳細預測，到達採購點時以經濟訂購量訂購即可 

(D) 對 C 類資材管理：針對每日存量增減加以記錄，確切採購以避免積壓資   

金 

 

83. 下列何者非為 DRG 判定之主要分類原則？ 

(A) 手術或處置  

(B) 疾病診斷 

(C) 有無合併症及併發症 

(D) 住院天數 

 

84. 二代健保明確規定每年政府負擔的經費不得低於全部保險經費的多少？ 

(A) 30% 

(B) 32% 

(C) 34% 

(D)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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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日常生活活動功能(ADLs)是評估長期照護服務對象的工具，請問其測量項目   

為？ 

(A) 洗澡、穿衣、上下床、室內走動、上廁所、進食  

(B) 遵醫囑服藥、穿衣、上下床、室內走動、上廁所、購物 

(C) 洗澡、購物、打電話、上廁所、進食 

(D) 購物、穿衣、遵醫囑服藥、理財、上廁所、進食 

 

86. 全民健康保險從 1995 年 3 月開辦以來，包含三項總目標，不包含下列何者？ 

(A) 全民納保、平等就醫 

(B) 專業盡責、資訊公開 

(C) 財務平衡、永續經營 

(D) 提升醫療品質、促進國民健康 

 

87. 在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下，下列何者支付制度是以病人疾病診斷、年齡及合併   

症等關係群作為給付標準？ 

(A) 論人計酬 

(B) 論日計酬 

(C) 論量計酬 

(D) 論病例計酬 

 

88. 台灣地區各級醫院為提升醫療品質及競爭力，早已推行各類活動，如：臨床

路徑、品管圈、標竿學習等，為使各醫院間品質指標得以比較且容易取得其

他醫院的品質指標資訊，衛福部委託台灣醫務管理學會整合各界專家開發之

全國醫療照護指標，稱之為？ 

(A) TQIP (Taiwan Quality Indicators Project) 

(B) THIS (Taiwan Healthcare Indicator Series) 

(C) TCHA (Taiwan Community Health Association)  

(D) TCPI (Taiwan Clinic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89. 全民健康保險為求健全財務結構，並降低民眾濫用資源，最有效的可行方

法？ 

(A) 合理提高保費 

(B) 實施部分負擔 

(C) 限制投保對象 

(D) 限制高單價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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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台灣目前的全民健康保險型態是屬於： 

(A) 法人經營 

(B) 公辦民營 

(C) 公辦公營 

(D) 混合分式 

 

91. 下列有關我國「全民健保」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全民健保」是強制性的社會保險 

(B) 應加入健保，卻未加入健保者，並不會被處罰 

(C) 換工作單位時不須重新換發健保 IC 卡 

(D) 到醫院看病未經轉診，要支出較多的費用 

 

92. 台灣全民健保制度下，那類病人就醫時，免部分負擔醫療費用？ 

(A) 軍人 

(B) 警察 

(C) 榮民 

(D) 農民 

 

93. 有關目前健保局試辦「論人計酬計畫」，下列何項敘述是錯的？ 

(A) 強調預防保健重要，並進而減少醫療支出 

(B) 計畫評核指標含組織指標、臨床指標、民眾感受指標、與其他政策鼓勵 

    指標 

(C) 採 3 種試辦模式：區域整合模式、社區醫療群模式、醫院忠誠病人模式 

(D) 區域整合模式理念為由下往上整合 

 

94. 下列何種健康保險支付制度理論上最能鼓勵醫療院所提供預防保健服務？ 

(A) 論服務量計酬(Fee for service) 

(B) 論人計酬(Capitation) 

(C) 論病例計酬(Case payment) 

(D) 論日計酬(Per diem) 

 

95. 下列何種不是前瞻性付費制度(Prospective Payment System, PPS)？ 

(A) 論服務量計酬(Fee for service) 

(B) 總額預算制(Global budgeting) 

(C) 論人計酬(Capitation) 

(D) 診斷關聯群(D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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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下列何者非 2011 年修法通過的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增收之列？ 

(A) 超過 2000 元之兼職所得 

(B) 3 個月投保金額之年終獎金 

(C) 超過 2000 元之利息所得 

(D) 超過 2000 元之租金收入 

 

97. 當一個國家的老人人口比率超過多少時，其人口結構型態已步入「老人國」？ 

(A) 5% 

(B) 7% 

(C) 10% 

(D) 14% 

 

98. 大部分低收入之國家採取何種的醫療費用付費方式？ 

(A) 第一者付費方式(First party payment) 

(B) 第二者付費方式(Second party payment) 

(C) 第三者付費方式(Third party payment) 

(D) 混合付費方式(Mix party payment) 

 

99.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於 1948 年設立，自民國 2009 年起

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不僅肯

定我國在推動國際衛生醫療合作的作為，更增加我國的能見度，同時提供衛

生援助及發展醫療服務國際化，期達到貢獻世界及鞏固臺灣地位之目標。下

列有關世界衛生組織的架構之說明何者為非？ 

(A) 世界衛生組織設有 6 個區域分署 

(B) 世界衛生組織每年於 5 月開會 

(C) 世界衛生組織最高權力單位為世界衛生大會 

(D) 世界衛生組織總部設於華盛頓 

 

100. 有關藥癮愛滋減害計畫，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 與法務部合作推動戒治醫療整合計畫        

(B) 將毒犯視為犯人而非病人 

(C) 加強校園及男男間安全性行為教育、擴大篩檢、非法藥物及感染個案

管理，降低愛滋之傳播  

(D) 推動美沙冬替代療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