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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力測驗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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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題號 題目 

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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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 

健康醫院打算向醫材公司採購相關物資，下列何者可以協助決定最適當的醫材進貨

量？  

(A) 線性規劃 

(B) 經濟訂購量 

(C) 新產品擴散模型 

(D) 等候線理論 

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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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4 

健康信念模式主張，個人尋求醫療服務，除了社會人口學變項之外，還會受到哪些

信念影響？ 甲：疾病易感性； 乙：罹病嚴重度； 丙：求醫益處； 丁：就醫障礙，

戊：醫療水準 

(A) 甲乙丙丁 

(B) 甲丙丁戊 

(C) 甲乙丁戊 

(D) 甲乙丙戊 

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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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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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廠商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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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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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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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7 

以下何者不是管理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的企業基本競爭策略？ 

(A) 成本優勢(Cost leadership) 

(B) 差異化(Differentiation) 

(C) 專注利基(Focus differentiation) 

(D) 合縱連橫(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gration) 

D 8 

下列對衛生行政相關理論之敘述，何者為非? 

(A) Theory X presents an essentially negative view of people  

(B) Theory Y presents an essential positive view of people 

(C) Theory X assumes that lower-order needs dominate individuals 

(D) Herzberg’s motivation-hygiene theory, hygiene factors will increase job satisfaction 

B 9 

著名的霍桑實驗，是一系列對工人在改善各種條件下（如：薪酬、照明條件、工間

休息…等）其生產效率變化情況的研究，該實驗成果後來被定名為「霍桑效應

(Hawthorne Effect)」，請問依據霍桑效應下列何者是提升生產效率最主要的因素？ 

(A) 工作環境  

(B) 員工情緒 

(C) 休息與休假 

(D) 薪資 

A 10 

以下何者不屬於常見的組織溝通型態 

(A) 隨機溝通 (Random communication) 

(B) 下行溝通 (Downward communication) 

(C) 橫向溝通 (Lateral communication) 

(D) 斜向溝通 (Diagonal communication) 

C 11 

下列有關 SWOT 的敘述，何者有誤? 

(A) S 代表 strength 

(B) W 代表 weakness 

(C) O 代表 operation 

(D) T 代表 threat 

C 12 

美國醫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於 1988 年提出「公共衛生的未來（The 

Future of Public Health）」，其中指出公共衛生的三大核心功能，下列何者為非？ 

(A) 評估（assessment） 

(B) 政策發展（policy development） 

(C) 社區營造（community building） 

(D) 保證（assurance） 

A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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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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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4 

關於衛生行政組織架構問題，下列哪一組織為台中市政府之一級衛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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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15 

下列何者並非藥害救濟之給付種類？  

(A) 死亡給付 

(B) 障礙給付 

(C) 精神損害給付 

(D) 嚴重疾病給付 

C 16 

①國民營養之標準擬定、監測、膳食調查、營養增進，②藥物人體試驗之審查與監

督、③精神醫療、心理衛生與藥癮戒治之規劃及④推動化粧品之檢驗、研究及實驗

室認證；上述四項，那些是食品藥物管理局的主要業務？ 

(A) ②④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四項皆是 

B 17 

如何鼓勵民眾利用預防性的醫療保健服務？ 

①加強民眾衛生教育   

②整合預防保健與基層醫療服務 

③直接提供免費或優待的預防性醫療保健服務 

④未來全民健保修法以提供免費的預防保健服務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C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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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A) ①②④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④ 

B 19 

有關我國現行各項接種時程，出生 24 小時內應施打： 

(A) 卡介苗 

(B) B 型肝炎疫苗  

(C) 水痘疫苗 

(D) 五合一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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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0 

我國醫療網演進至今，較不著重下列哪項目標？ 

(A) 重視特殊健康照護體系 

(B) 醫療品質提升 

(C) 加強軟體建設 

(D) 健全一般醫療體系 

D 21 

我國自民國 74 年推動實施「籌建醫療網計畫」，此為我國醫療保健事業發展的哪一

個主要階段？ 

(A) 擴張期 

(B) 建立期 

(C) 全民健保期 

(D) 整合期 

B 22 

行政院組織調整後，行政院衛生署將合併內政部社會司與內政部兒童局，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升格，除主管衛生醫療外，也是社會福利事務的中央主管機關。升格

後的名稱為何？ 

(A) 福利衛生部 

(B) 衛生福利部 

(C) 厚生部 

(D) 社會福利部 

B 23 

離島醫療資源提升計畫是衛生福利部哪一個單位的權責？ 

(A)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B) 醫事司 

(C) 國民健康署 

(D) 中央健康保險署 

A 24 

下列有關醫療機構分類之敘述何者錯誤？ 

(A) 醫院評鑑將醫院依品質高低區分為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 

(B) 醫療法依權屬別將醫療機構區分為公、私立、醫療法人及法人附設醫療機構 

(C)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將醫療機構分為醫院、診所及其他醫療機構 

(D) 依主治醫師與醫院聘僱關係，分為開放性、半開放性與閉鎖性醫院 

C 25 

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渥太華憲章(the Ottawa Charter)，提出健康促進的五大行動綱

領，除了發展個人技能、創造支持性環境、建立健康的公共政策、及調整健康服務

方向之外，還包含下列那項？ 

(A) 落實環境永續發展 

(B) 加強國際衛生資訊共享 

(C) 強化社區行動 

(D) 實施全民健康保險 

B 26 

年齡別生育率為一年內每 1000 位某個年齡組婦女之活產數，常用年齡組？ 

(A) 1 歲 

(B) 5 歲 

(C) 10 歲 

(D) 20 歲 



5 
 

C 27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之「高齡化社會」指的是 65 歲以上的人口佔全人口的  

%？ 

(A) 5% 

(B) 6% 

(C) 7% 

(D) 8% 

D 28 

目前公共衛生常使用一些衛生經濟學的指標，例如 QALY，請問該名詞的全名為

何？ 

(A) quarterly and long-year 

(B) quick-allocate licence year 

(C) quarantine affective lives tard 

(D) 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 

D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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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30 

以下對於衛生政策模式之描述，何者錯誤？ 

(A) 菁英模式是最容易說明政策複雜性的模式 

(B) 菁英模式認為公共政策所表現的其實是菁英的偏好與價值觀 

(C) 政治系統的「輸出」有兩類：決策與行動 

(D) 團體模式之結果到政府的決策過程往往被有優勢的團體控制 

A 31 

下列對國際間健康照護改革支付制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甲)論人計酬易發生重症病人被排擠，醫師缺乏動機提供必要之醫療 

(乙)論人計酬支付醫師費有可能使醫師為降低成本增加不當轉診 

(丙)丹麥、義大利、葡萄牙以正面表列的方式明定藥品給付範圍 

(丁)許多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國家建立守門人或轉診制度，目的在限制自

由使用專科或住院服務或勸導民眾選擇績優醫師 

(A) 甲、乙、丙、丁 

(B) 甲、乙、丁 

(C) 乙、丙、丁 

(D) 丙、丁 

B 32 

對醫療保健服務需求的敘述，何者錯誤？ 

(A) 人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是一種引伸需求 

(B) 一個人的健康狀況是由遺傳、環境及心理三個因素，相互影響 

(C) 醫療是一種消費 

(D) 人們對於醫療保健之需求是比較不受價格變動而影響 

B 33 

每個人接受預防接種的機會、強制納入健康保險的規定，均為強調健康政策的何種

表現？ 

(A) 個人公平性 

(B) 社會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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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家庭公平性 

(D) 民族公平性 

C 34 

自 1982 年起至今，台灣十大死因的第一位是： 

(A) 心臟疾病  

(B) 腦血管疾病  

(C) 癌症  

(D) 糖尿病 

D 35 

下列哪些國家的人口自然增加率已呈現負成長： 

①日本 

②德國 

③美國 

④加拿大 

⑤紐西蘭 

(A) ①②③④⑤ 

(B) ①②③④ 

(C) ①②③ 

(D) ①② 

C 36 

關於近 10 年國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變動情形，請由下列選項中選出最適當的組

合關係：  

①目前領證者已超過百萬人 

②目前領證者約占總人口之 5% 

③目前領證者女性多於男性 

④領證者增加之主因為受到人口老化影響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④ 

(D) ②③④ 

A 37 

為降低癌症死亡率，衛生福利部 103 至 107 年推動「第三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

並溯至源頭之預防重點包括： 

①持續菸及檳榔害防制 

②持續推廣具預防效果之癌症篩檢，阻斷癌症發生 

③加強新興致癌因子之防治—肥胖、不健康飲食與運動不足 

④推出「癌友導航計畫」，不錯失任何一位可治療之癌症病人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A 38 

我國推動「結核病十年減半全民動員計畫」之防制成果，包括： 

①全國結核病發生率十年累積降幅達 37% 

②推動直接觀察治療（都治）計畫，全國細菌學陽性病人納入計畫之執行率達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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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③實施「多重抗藥性結核病醫療照護體系」，追蹤 24 個月的治療成功率達七成以上

④補助慢性傳染性肺結核住院治療及生活費，以住院方式長期隔離療養，阻斷社區

傳染源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④ 

(D) ②③④ 

B 39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負責辦理預防保健服務財源籌措的單位為？ 

(A) 中央健康保險署； 

(B) 國民健康署； 

(C) 疾病管制署； 

(D) 社會保險司。 

D 40 

投保單位（例如民間營利事業單位）在計算保險費時，如何採計個別員工的依附眷

口數?   

(A) 依實際眷口數，但超過二人則以二人計   

(B) 一律以四人計算   

(C) 健保署公告之平均眷口數   

(D) 實際眷口數 

A 41 

下列何者不是台灣地區目前免費癌症檢查包括項目： 

(A) 65 歲以上婦女乳房攝影檢查 

(B) 18 歲以上嚼食檳榔、吸菸民眾口腔癌篩檢 

(C) 30 歲以上歲婦女子宮頸抺片檢查 

(D) 50-69 歲民眾兩年一次結直腸癌篩檢 

B 42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對流感大流行疫情警示分級，當流行疫情開始有人傳人的社區層

次感染時為第幾級？ (A) 二級 

(B) 四級 

(C) 六級 

(D) 八級 

B 43 

下列哪一項公共衛生的相關資料，帶動了「健康城市」的推動？ 

(A) 貝弗里奇報告(the Beveridge Report) 

(B) 渥太華憲章(the Ottawa Charter) 

(C) 阿瑪阿塔宣言( the Alma-Ata Declaration) 

(D) 布列克報告(the Black Report)。 

A 44 

下列有關藥品安全監視項目，屬於我國獨有而一般醫藥先進國家比較不常監視者？

(A) 中藥摻加西藥監視 

(B) 疫苗副作用監視 

(C) 新藥安全監視 

(D) 偶發藥品品質安全副作用事件 

D 45 如美國已開發國家的所有死亡原因統計其致因中，以下列何者因素佔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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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生物遺傳 

(B) 醫療照護 

(C) 環境因素 

(D) 生活習慣 

C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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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47 

世界衛生組織所提出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國際公約是？ 

(A) 菸草控制框架公約 

(B) 日內瓦公約 

(C) 京都議定書 

(D)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B 48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目前兒童預防保健服務項目？ 

(A) 零至三歲嬰幼兒生長發展篩檢 

(B) 兒童智力檢測 

(C) 四歲兒童聽力篩檢 

(D) 五歲兒童斜弱視篩檢 

B 49 

菸害防制法訂定，除了公共場所、餐廳外，幾人以上的共同室內工作場所全面禁止

抽菸？ 

(A) 二人 

(B) 三人 

(C) 五人 

(D) 十人 

A 50 

嗎啡(Morphine)是屬於第幾級之管制藥品？ 

(A) 第一級 

(B) 第二級 

(C) 第三級 

(D) 第四級 

A 51 

我國為提升食品安全，針對食品產銷過程中可能產生之危害加以分析，設置重要管

制點並加以嚴格監控，以預防危害發生所推動的制度為？ 

(A) HACCP 

(B) CAS 

(C) GMP 

(D) GHP 

C 52 

慢性病防治的重心、目的包含下列哪幾項？ 

罹病率 

死亡率 

治癒 

延緩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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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生活品質 

(A)  

(B)  

(C)  

(D)  

C 53 

中風病人的復健治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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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54 

下列何者最能有效預防細菌性食物中毒(food poisoning)的發生： 

(A) 烹煮時應使食物中心溫度至少達攝氏 62 度，以殺滅細菌孢子或破壞毒素 

(B) 處理過生食之器具最好以乾淨的抹布擦拭後再處理熟食，以避免交污染 

(C) 食材最好保存於低溫(低於攝氏 5 度)條件下，以降低細菌生長的速度 

(D) 食材最好保存於偏鹼(PH=8.6)條件下，以降低細菌生長的速度 

B 55 

下列有關金屬污染物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鎘是台灣曾發生的稻米污染事件的元兇 

(B) 鋁具累積性，在人體的主要標的器官為腎臟 

(C) 鉛進入人體能取代骨骼中的鈣而造成骨質疏鬆 

(D) 汞具脂溶性與生物累積作用，可進入人體神經系統造成傷害 

A 56 

根據 2003 年 WHO 的指導原則，各國食品安全及品質的管理體系必備的內容包括：

①食品法規 

②主管機關 

③稽查作業 

④宣導教育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④ 

(D) ②③④ 

B 57 

在台灣的公衛發展史中，下列哪一衛生政策對於大幅降低嬰幼兒與孕產婦死亡率的

貢獻最大： 

(A) 獎勵醫師下鄉 

(B) 獎勵助產士下鄉 

(C) 實施醫療網計畫 

(D) 實施全民健康保險 

A 58 

WHO 於 1965 年宣布台灣為何種傳染病的「根除區」： 

(A) 瘧疾 

(B) 霍亂 

(C) 痲瘋病 

(D) 結核病 

C 59 行政院衛生署曾於 1990 年代實施根除三麻一風計畫，「三麻」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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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麻疹 

②麻瘋病 

③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 

④小兒麻痺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A 60 

台灣光復(1945 年)15 年內，下列哪些嚴重傳染病逐一被撲滅： 

① 天花  ②鼠疫  ③霍亂  ④狂犬病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③④ 

C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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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62 

1918 年、1957 年、1968 年三次流行性感冒的全球大流行源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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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63 

有關傳染病的流行病學分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可將傳染病依傳染途徑與儲存窩來分類 

②對於新興傳染病的控制尤為重要 

③在全球傳染病中，以中樞神經系統最為嚴重 

④腦炎是屬於典型的中樞神經系統感染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 

A 64 

有關傳染病的病例定義，在實務上區分確定病例(confirmed cases)、可能病例(probable 

cases)與疑似病例(suspected cases)常依： 

(A) 特異性的高低 

(B) 敏感性的高低 

(C) 假陽性的高低 

(D) 假陰性的高低 

A 65 下列哪些為我國傳染病疾病數據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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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疫情報導 

②全民健保 

③醫院病例報告 

④學校醫務室紀錄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A 66 

根據我國對於法定傳染病通報的分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屬於： 

(A) 第一類傳染病 

(B) 第二類傳染病 

(C) 第四類傳染病 

(D) 第五類傳染病 

C 67 

傷害防制的介入策略，最常見的是 3 個 E 的策略，請問不包括以下何者？ 

(A) Education（教育）； 

(B) Engineering（工程）； 

(C) Environment（環境）； 

(D) Enforcement（執法）。 

D 68 

依菸害防制法，全面禁止吸菸之場所，請問不包括以下何者？ 

(A) 火車站及月台； 

(B) 三人以上共用之室內工作場所； 

(C) 24 小時營業之 KTV、網咖； 

(D) 晚上 9 點以後營業且 18 歲以上始能進入之酒吧。 

D 69 

下列有關於健康的決定因子(determinants of health)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A) 醫療服務(medical practice)影響最大；基因(heredity)影響最小。 

(B) 基因(heredity)影響最大；個人行為/生活型態(behavior/lifestyle)影響最小。 

(C) 社會環境因子(so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影響最大；基因(heredity)影響最小。 

(D) 個人行為/生活型態因子(behavior/lifestyle)影響最大；醫療服務(medical practice)

影響最小。 

C 70 

請問我國疾病管制署目前的疾病監測資訊系統不包含以下哪一項？ 

(A) 中央傳染病追蹤管理系統(結核病、負壓病床) 

(B) 法定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 

(C) 癌症篩檢與追蹤管理資訊整合系統 

(D) 症狀監視通報系統 

A 71 

關於管理學名詞問題，下列何者為機會成本? 

(A) opportunity cost 

(B) marginal effect 

(C) cost benefit 

(D) cost efficiency 

C 72 
下列那一項不是社會健康保險的特性？ 

(A) 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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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強制性納保 

(C) 個人公平 

(D) 大數法則 

B 73 

為改善醫療資源分佈不均問題，我國政府曾有那些具體的措施？ 

①推動醫療網計畫 

②設置醫療發展基金   

③開辦群體醫療執業中心 

④健全偏遠地區緊急醫療救護體系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④ 

(D) ①② 

D 74 

有關醫療市場之社會化(Socialization)與市場性(Marketability)，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未來醫療市場的社會性將高於市場性 

②美國醫療市場之社會化亦日趨顯著 

③英國的公醫制度比較重視醫療之社會化 

④極端的社會化和市場化皆非理想之醫療制度 

(A) ①② 

(B) ③④ 

(C) ①②③ 

(D) ①②③④ 

B 75 

醫院評鑑結果為優等以上等級之醫院，其效期為幾年? 

(A) 三年 

(B) 四年 

(C) 五年 

(D) 六年 

C 76 

台灣食品安全學者專家於 2011 年 6 月 21 日達成初步共識，將比照哪一標準，針對

5 種常用塑化劑定出每人、每日、每公斤體重容忍值？ 

(A) 日本 

(B) 美國 

(C) 歐盟 

(D) WHO 

D 77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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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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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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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固定薪水，但領有高額獎金的人 

D 79 

各級政府對特定弱勢者補助健保費，包括？ 

(A) 低收入戶、無職業榮民 

(B) 失業勞工及眷屬、身心障礙者 

(C) 中低收入 70 歲以上老人及 18 歲以下兒童及少年、20 歲以下 55 歲以上之無職

業原住民 

(D) 以上皆是 

B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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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險涵括保障的範圍？ 

(A) 123 

(B) 134 

(C) 345 

(D) 234 

B 81 

全民健康保險開辦時的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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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82 

對於「新制醫院評鑑基準」之項目，何者是最適當的組合關係？ 

①醫院經營策略及社區功能   ②人力素質及品質促進 

③完備的醫療體制及運作     ④完善的醫療資訊系統 

⑤舒適的醫療環境及照護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⑤ 

(C) ②③④⑤ 

(D) ①②③④⑤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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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84 

下列哪一項不是醫院流動資產的科目？ 

(A) 藥品存貨 

(B) 應收健保帳款 

(C) 儀器設備 

(D) 現金 

B 85 

護理長稽核護理人員技術步驟的正確性，此為品質保證的那一個層面？ 

(A) 結構標準 

(B) 過程標準 

(C) 結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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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政策標準 

C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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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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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88 

我國全民健保的被保險人依其就業身分與所屬投保單位分為幾類？ 

(A) 三類 

(B) 四類 

(C) 五類 

(D) 六類 

A 89 

下列何者非台灣全民健保納保範圍： 

(A) 職業災害與職業病 

(B) 疾病 

(C) 生育 

(D) 傷害 

C 90 

全民健康保險有支付之長期照護為下列何者？ 

(A) 護理之家 

(B) 養老院 

(C) 居家照護服務 

(D) 榮民之家 

B 91 

下列健康保險支付制度：甲：總額支付制度； 乙：論量計酬； 丙：論病例計酬；

丁：論人計酬，醫療服務提供者之財務風險分擔範疇，由低至高依序為： 

(A) 甲乙丙丁 

(B) 乙丙丁甲 

(C) 丙丁甲乙 

(D) 丁甲乙丙 

C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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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93 

下列對於保險的基本原理敘述，何者不正確？ 

(A) 保險不是危險共同分擔的制度 

(B) 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之主要共同點在於均採大數法則 

(C) 社會保險的目的在於社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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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商業保險的目的在於追求利潤 

D 94 

針對很不清楚的問題，經由腦力激盪方式將所收集到的語言資料，根據其類似性將

問題明確化，是為新 QC 手法中之：  

(A) 關連圖法  

(B) 柏拉圖法 

(C) 系統圖法 

(D) 親和圖法 

C 95 

何謂健康保險市場中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 

(A) 保險公司與被保險人做相同的選擇 

(B) 保險公司選擇疾病發生率較高的購買保險 

(C) 疾病發生率高的被保險人選擇去購買保險 

(D) 疾病發生率低的被保險人選擇去購買保險 

B 96 

逆選擇主要發生的狀況為： 

(A) 道德危險 

(B) 資訊不對稱 

(C) 不確定性 

(D) 保險費率 

C 97 

下列對醫療供給者的道德危險敘述何者為非？ 

(A) 供給引發需求 

(B) 一般全民健保制度下，醫療品質與就醫環境成為醫療提供者競爭之項目 

(C) 價格的因素可能變成全民健保制度下招攬病人的方式 

(D) 醫療供給者會對病患進行不必要的檢驗以增加收入 

B 98 

下列哪一個國家未享有健康保險的國民比率最高： 

(A) 英國 

(B) 美國 

(C) 加拿大 

(D) 德國 

A 99 

在醫療資訊系統中，LIS 通常是指下列哪一種資訊系統的英文縮寫  

(A) 檢驗資訊系統  

(B) 放射資訊系統  

(C) 藥局資訊系統  

(D) 護理資訊系統 

D 100 

下列描述全民健保實施後對民眾造成的影響，何者為非？   

(A) 民眾就醫可近性提高 

(B) 依職業別分類保費負擔比例不同，公平性受到質疑   

(C) 重大傷病病人經濟障礙大幅減輕  

(D) 所得越高者，受益程度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