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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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衛生福利部於 105 年 12 月核定「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106~115 年），

並自 106 年 1 月起實施，以因應我國整體人口結構快速趨向高齡化。請

試述： 
本計畫中「原住民族長期照顧」之規劃背景（5 分） 
「原住民族長期照顧」之推動困境（12 分） 
「原住民族長期照顧」之計畫目標（8 分） 

二、行政院於 107 年 7 月核定「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1 年）」，擬

訂相關對策計畫，以解決我國少子女化的問題。請試述： 
我國少子女化之現況（5 分） 
我國少子女化對國家社會之影響（10 分）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之政策目標（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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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政府推出的長照十年計畫 2.0 內容中，下列何者可向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出申請？ 
失能身心障礙者   50 歲具行為能力者 
未達 50 歲且未取得失能或失智相關證明者 身體健康且有家人陪伴照顧之老人 

2 衛生福利部委託下列何者進行醫院評鑑？ 
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臺灣醫院協會  臺灣醫療產業管理發展學會 

3 臺灣全民健康保險使用之診斷關聯群（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DRGs）被使用於下列何者？ 
門診診察費用 急診治療費用 住院治療費用 門診藥劑費用 

4 請問「成癮治療」由衛生福利部何司負責？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保護服務司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5 根據民國 107 年 6 月 13 日修正通過的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5 條之 1，下
列何種情況並非因醫療之必要性及急迫性，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愛滋病感染檢測，而無需受檢查人
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疑似感染來源，有致執行業務人員因執行業務而暴露血液或體液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虞 
受檢查人意識不清無法表達意願 
新生兒之生母不詳 
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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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所提供資訊，愛滋病毒不是透過下列何種方式進行傳染？ 
性行為 血液 母子垂直感染 擁抱 

7 根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所提供之餐飲業食材危害分析參考手冊，請問餐飲業食材可能存在的潛

在危害不包括下列何者？ 
維生素 微生物 藥物 異物 

8 根據民國 106 年 8 月 22 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更新之食品中毒定義，在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

似症狀的情況下，食物中毒的發生在幾人便可成立？ 
 2 人  3 人  10 人  20 人 

9 依據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工作指引，下列針對登革熱的敘述何者正確？ 
為傳染病防治法第三類傳染病 傳染原主要生長於有人工容器及人為積水的地方 
依其抗原不同，可分為三型 臺灣已有登革熱疫苗上市 

10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所推動之癌症篩檢不包含下列何者？ 
大腸癌 子宮頸癌 乳癌 肺癌 

11 依據民國 106 年國人十大死因統計結果，排名前五名的主要死因不包含下列何者？ 
事故傷害 惡性腫瘤 心臟疾病 糖尿病 

12 根據現行的《長期照顧服務法》，下列何者不是長期照顧的指定財源？ 
遺產稅 贈與稅 證交稅 菸稅 

13 依醫療法第 70 條，人體試驗病歷應至少保存幾年？ 
 7 年  10 年  15 年 永久保存 

14 實施中的「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之努力方向： 
醫師動，病人不動 病人動，醫師不動 醫師跟著病人移動 病人跟著醫師移動 

15 為使離島地區之緊急病患均能獲得妥善醫治，政府推動何項政策？ 
強化緊急醫療為主、長照服務為輔 發展空中救護為主、遠距服務為輔 
強化在地醫療為主、空中轉診為輔 充實醫療設備為主、人才培育為輔 

16 長照 2.0 除延續長照 1.0 服務對象外，下列何者屬於長照 2.0 的新增類別？ 
 50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50 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50 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50 歲以上平地原住民 

17 衛生福利部自民國 105 年 6 月起擬定六大策略及相關配套，希望使基層醫療院所成為民眾健康的第一線

守門員，乃逐步實施什麼制度？ 
收支連動 論質計酬 分級醫療 多元支付 

18 為了使大多數民眾的健康都能得到良好的照護，政府應該設法將醫療保健服務的獲得： 
商品化 市場化 企業化 社會化 

19 有關人口成長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自然增加率 = 死亡率 － 出生率 社會增加率 = 遷出率 － 遷入率 
總增加率 = 自然增加率 + 社會增加率  人口成長率 = 組成變化率 + 人口移動率  

20 下列何者是國內造成食物中毒（food poisoning）最常見的原因？ 
瞬間攝入過量的天然毒素 食物中的細菌所引起 
食物中含有過量農藥  攝入的毒物與胃酸起了化學作用 

21 站在保護消費者權益的觀點，有關食品日期的標示，下列何者最重要？ 
包裝日期 製造日期 有效日期 出廠日期 

22 有關健康食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際組織對「健康食品」在法律上有嚴格的定義 「健康食品」在我國是具有法律定義的專有名詞 
我國「健康食品管理法」於 1970 年完成立法施行 「健康食品」不受既有藥物食品相關法規的規範 

23 在臺灣過去三十年傳染病防治工作中，政府投注最多資源的是： 
瘧疾 破傷風 痲瘋病 結核病 

24 臺灣從 1984 年起以國家計畫來執行那一種預防接種，創世界之先？ 
肺炎  B 型肝炎 肺結核病 小兒麻痺 

25 施打卡介苗主要是為了預防那一種傳染病？ 
天花 結核病 瘧疾 狂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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