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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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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伊波拉病毒感染（Ebola Virus Disease）之疾病概述（Disease description），

以及如何進行周遭環境之清潔消毒？（25 分） 

二、試述行政院「黃金十年，國家願景」各部會優先具體政策中，有關推動二代健保財

務面之改革、推動二代健保支付制度改革、訂定合理的藥品與特材給付方案、以及

保障民眾就醫等四項政策之主要內容。（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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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我國 102 年國人死因統計，何者錯誤？ 
102 年死亡人數較 101 年增加 0.4% 
102 年標準化死亡率較 101 年上升 3.4% 
102 年國人平均餘命為 79.9 歲，較 101 年增加 0.4 歲 
102 年國人癌症死亡人數占所有死亡人數的 29.0% 

2 下列有關我國當前健康保險之敘述，何者錯誤？ 
全民健康保險的醫療費用支付方式以「論病例計酬」為主 
全民健康保險財源挹注包括菸品健康福利捐 
全民健康保險對象包括矯正機關收容人 
外籍人士必須在臺灣居留滿 6 個月始可加入全民健康保險，但合法的受僱者，自受僱日起參加健保 

3 下列有關我國當前癌症篩檢之敘述，何者錯誤？ 
提供 30 歲以上婦女每年 1 次子宮頸抹片檢查 
提供 30 歲以上嚼檳榔或吸菸民眾每 2 年 1 次口腔黏膜檢查 
提供 50 至 69 歲民眾每 2 年 1 次大腸鏡檢查 
提供 45 至 69 歲婦女每 2 年 1 次乳房攝影檢查 

4 下列何者不屬於我國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傷寒 梅毒 阿米巴性痢疾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5 下列有關我國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的敘述，何者錯誤？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屬於我國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我國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九成以上是男性 
我國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發病人數超過 1 萬人 我國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超過 3 萬人 

6 下列有關我國少子化的敘述，何者錯誤？ 
依理想人口替代水準，一個婦女一生應生育 2.0 個孩子 
我國當前育齡婦女生育率以 30 至 34 歲 高 
我國生育率曾降至全球 低 
我國當前出生的男嬰數多於女嬰數 



103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41760 
全一張 
（背面）

等  別： 四等考試 
類    科： 衛生行政 
科  目： 衛生行政學概要 
 
7 下列有關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建議的策略，何者是減少菸品供給的策略？ 
提高菸稅與菸價 防制菸品非法貿易 禁止菸品廣告 菸盒警示圖文 

8 下列有關二代戒菸的敘述，何者錯誤？ 
將門診及住院、急診病人都納入戒菸治療適用對象 病人每次處方 高 200 元之部分負擔 
低收入戶、山地原住民暨離島地區費用全免 新增合約藥局可提供成人與青少年戒菸藥物 

9 下列何者不屬於我國第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 一粒眠 搖頭丸 大麻 

10 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範疇，不包括下列何項？ 
學校健康政策 學校健康服務 學校與社區關係 學生的課業成績 

11 我國 101 年藥品消費支出約占國民醫療保健支出多少百分率？ 
19 % 24 % 29 % 34 % 

12 下列衛生福利部單位，何者所負責業務包括老人福利服務推動？ 
社會保險司 保護服務司 國民健康署 社會及家庭署 

13 下列有關我國醫療機構之敘述，何者錯誤？ 
歷年醫療院所數量呈增加的趨勢 歷年西醫醫院數量呈減少的趨勢 
歷年中醫診所數量呈減少的趨勢 歷年西醫診所數量呈增加的趨勢 

14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論質計酬方案試辦項目？ 
糖尿病 精神分裂症 乳癌 腦中風 

15 社區衛生教育常運用社會行銷手法（Social Marketing）來進行健康傳銷，下列何者不是行銷手法 4Ps 之內容？ 
產品（Product） 對象（Person） 價格（Price） 促銷（Promotion） 

16 下列有關代謝症候群危險因子的敘述，何者錯誤？ 
腹部肥胖  高血壓  高血糖  低密度酯蛋白膽固醇  

17 世界衛生組織之活躍老化政策框架（Policy Framework of Active Aging）之三大面向，下列何者錯誤？ 
參與（Participation） 健康（Health） 安全（Security） 福利（Welfare） 

18 所謂身心障礙者，係指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

根據我國法律制定，目前身心障礙者類別共區分幾大類？ 
6 大類 8 大類 12 大類 16 大類 

19 目前我國 高衛生及社會福利行政主管機關為： 
行政院 內政部 衛生福利部 勞動部 

20 扶養比（Dependency Ratio）之計算方式為： 
（0 至 14 歲人口）/15 至 64 歲人口*100 
（65 歲以上人口）/15 至 64 歲人口*100 
（0 至 14 歲人口＋65 歲以上人口）/15 至 64 歲人口*100 
（0 至 18 歲人口＋65 歲以上人口）/19 至 64 歲人口*100 

21 對我國於民國 101 年十大主要死因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第一位為惡性腫瘤 第四位為肺炎 第六位為事故傷害 第十位為自殺 

22 伊波拉病毒感染為伊波拉病毒所引起的嚴重急性疾病，目前為我國第幾類法定傳染病？ 
第一類 第二類 第四類 第五類 

23 目前我國全民健康保險之補充保險費之費率為？ 
1 % 2 % 3 % 4 % 

24 目前我國醫院評鑑之類別，下列何者錯誤？ 
地區醫院 區域醫院 準醫學中心 醫學中心 

25 國際慣例所稱的高齡社會（Aged Society），是指 65 歲以上人口占全人口比例達到？ 
7 % 12 % 14 % 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