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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論題部分：（50 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請說明近年來我國十大死因的趨勢，主要的危險因子為何？衛生主管機關應如何提

升國人健康？（25 分） 

二、請說明我國民眾未來 25 年對於長期照護服務的需求為何？目前各地方政府所提供

的長期照護服務有那些？在長期照護的人力以及財務政策上有何需要加強之處？

（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409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我國衛生行政組織原分為「中央、省（市）、縣（市）」3 級，配合民國 88 年「地方制度法」公布施行後，

衛生行政組織簡化為「中央、直轄市及縣（市）」2 級，下列有關我國衛生行政體系之說明何者錯誤？ 

合併內政部社會司、兒童局等單位設立衛生福利部 

採一條鞭制 

鄉鎮衛生行政單位稱衛生所 

最高衛生行政單位與縣市衛生局僅為業務督導關係 

2 衛生福利部對於推動國際衛生醫療合作不遺餘力，自民國 98 年起我國以觀察員身分參與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不僅肯定我國在國際醫療上的作為，更增加我國的能見度，同時積極

參與國際交流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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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 

世界衛生組織總部設於華盛頓 

世界衛生組織最高權力單位為世界衛生大會 

世界衛生組織每年於 5 月開會 

世界衛生組織設有 6 個區域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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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衛生計畫的評價結果必須能回答那些問題？ 

①衛生問題的大小和嚴重程度 ②衛生計畫的適切性和充分性 ③衛生計畫的可接受性 ④衛生計畫的合

法性 ⑤衛生計畫的效能、經濟、效率、公平性經濟評估準則 

①②③④⑤ 僅①②③④ 僅①②③ 僅①② 

4 下列何者不是衛生政策制定的相關理論中有關團體模式之說明？ 

一個團體是指由一群具有共同利益取向的個人組成 

這些團體往往以政治結盟的方式，透過討價還價、談判、妥協等政治手段，來向對方施加壓力 

大多數的團體都把影響力的焦點放在行政部門，其次才是議會機構 

各團體的領導者除扮演領導人身分外，也扮演遊說者雙重角色 

5 衛生保健之工作，須仰賴中央與地方的通力合作，才能有效貫徹相關政策的執行，以確保國民健康。衛

生福利部對地方衛生局之績效考評作業，主要目的在客觀衡量與展現地方衛生局的年度施政績效，引導

地方機關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及衛生行政效率。自民國 99 年起，整併與簡化原評核作業，將原有的 9 項評

核項目，整合為那 6 大類？ 

醫政、長期照護、藥物食品、防疫、保健及衛生教育 

醫政、長期照護、藥政、食品、檢驗、防疫 

醫政、長期照護、管制藥品、食品、防疫、保健 

醫政、長期照護、藥政、食品、防疫及衛生教育 

6 全民健康保險所揭櫫的公平、效率及品質，是法案的核心精神，也是衛生福利部永續努力的目標。下列

有關保險基本原理的敘述何者錯誤？ 

以危險共同分擔為基本原理 

以被保險人投保的自由性為基本原理 

以大數法則為基本原理 

以避免引導道德危險為基本原理 

7 臺灣地區近 50 年來在公共衛生上成就非凡，對社會各方面影響至為深遠，請問社會變遷對公共衛生之影

響為何？ 

人口結構逐漸老化，醫療保健需求如常 

國民教育水準及所得大幅提升，對醫療保健服務質與量之需求也大幅提升 

地區別異質性增加，但衛生問題單純化 

婦女就業率的提高及核心家庭逐漸減少，單身戶增加，並不影響家中提供健康照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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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列衛生統計描述何者錯誤？ 

致死率 = 某一年內由於某一疾病致死之人數 / 該年得此疾病人數 *1000（0/00） 

粗繁殖率係指一年內活產女嬰數對年中育齡婦女人數之比率 

粗死亡率 = 一年內總死亡數 / 年中總人口數 *1000（0/00） 

一般生育率 = 一年內之活產總數 / 育齡婦女之年中人口數 *1000（0/00） 

9 我國老年人口比率於民國 82 年突破 7%，進入高齡化國家之列。0∼14 歲幼年人口比率，由民國 90

年 20.8%降至民國 100 年 15.1%，同期間 65 歲以上老年人口比率則由 8.8%升至 10.9%，人口年齡結構高

齡化特徵益趨明顯。依賴指數【（0∼14 歲人口＋65 歲以上人口）／15∼64 歲人口*100】由民國 90 年

42.1%降至民國 100 年 35.1%，主要原因為何？ 

扶幼比快速上升，而扶老比平穩下降所致 扶幼比快速下降，而扶老比平穩上升所致 

扶幼比及扶老比平穩上升所致 扶幼比及扶老比快速下降所致 

10 全民健保屬於強制性的社會保險，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 4 個月的民眾，都必

須依法參加全民健保，另在臺灣地區領有居留證明文件，且居留滿 4 個月之非本國籍人士，也應依法參

加，但具受僱身分者則不受前述 4 個月之限制。民國 100 年底，總門診次數為 3 億 7,582 萬人次，總住院

次數為 328 萬人次，平均每人每年醫療利用情形為何？ 

住診 0.2 次 住院日數 5 日 門診 15.1 次 牙醫 1.3 次 

11 民國 101 年中央政府總預算為 1 兆 9,388 億元，衛生預算為 808 億元，約占中央政府總預算之？%。其中，

社會保險支出編列 575 億元，占衛生預算之 71.2%，醫療保健支出編列 191 億元，占衛生預算之 23.7%，

科學支出編列 40 億元，占衛生預算之 5.0%，其他支出編列 7,896 萬元，占衛生預算之 0.1%。 

4.0 4.2 4.4 4.6 

12 請問：民國 101 年國人十大主要癌症死因別之前三位為何？ 

肝癌、結腸直腸癌、肺癌 肺癌、結腸直腸癌、肝癌 

肺癌、肝癌、結腸直腸癌 結腸直腸癌、肺癌、肝癌 

13 政府針對進口牛肉所訂下「三管五卡」的管制措施，下列何者不是三管的項目？ 

管源頭 管製程 管邊境 管市場 

14 下列有關肺結核的「都治計畫（DOTS, 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 Course）」內容，何者錯誤？ 

 送藥到手 服藥入口 用完洗手 吃了再走（吞下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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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據我國「護理機構分類設置標準」之規範，下列何項非護理機構？ 

 居家護理機構 護理之家 產後護理機構 老人療養院 

16 衛生行政常利用 SWOT 工具來分析內外醫療衛生策略環境，對於 SWOT 的敘述何者錯誤？ 

S 代表 Strength W 代表 Weakness O 代表 Opportunity T 代表 Therapy 

17 健康訊息傳銷常運用一般企業 4P 行銷組合理論，對於 4P 之敘述，何者錯誤？ 

Prevention Price Promotion Place 

18 下列何者不是慢性疾病「三高」的類別？ 

 高尿酸 高血壓 高血糖 高血脂 

19 1978 年世界衛生組織公布「阿拉木圖（Alma-Ata）宣言」主要目的是強調何者的重要性？ 

 緊急醫療 現代醫療科技發展 癌症治療 基層（初級）醫療保健 

20 對於 1986 年世界衛生組織「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Ottawa Charter for Health Promotion）」，提出健康促

進五大行動綱領，何者不是其綱領主要內涵？ 

病人安全之倡議 調整醫療服務方向 健康的公共政策 創造支持性環境 

21 人類乳突病變（HPV）疫苗主要是預防下列那一種癌症？ 

肺癌 肝癌 乳癌 子宮頸癌 

22 家畜家禽產品中可含有藥品最大殘留量，常以 ppm 或 ppb 表示之，所謂 ppm 相當於每公斤食品中殘留多

少毫克藥品？ 

1 2 5 10 

23 自 1985 年起政府全面推動新生兒代謝異常疾病篩檢，下列何者非其篩檢項目？ 

半乳糖血症 多發性硬化症 蠶豆症 楓糖漿尿症 

24 狂犬病屬於法定傳染病，應於多久期限內完成通報？ 

24 小時 36 小時 48 小時 72 小時 

25 所謂的罕見疾病係指疾病盛行率，在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公告標準以下，且經罕見疾病及藥物審議委員

會認定者。目前我國認定的罕見疾病的年盛行率標準為： 

萬分之一以下 萬分之三以下 十萬分之一以下 十萬分之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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