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年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代號： 

類  科： 衛生行政 
科  目： 衛生行政學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41720

甲、 申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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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醫師人力不足成為社會上討論的議題，有媒體以「四大皆空」來形容醫療專科中的

內、外、婦、兒四大科出現人力不足的現象。請問：臺灣出現所謂四大科人力不足的

證據為何？造成此一現象的可能原因有那些？可能的解決方案為何，請提出你的建

議。（30 分） 

二、吸菸對健康的危害已經是眾所皆知，青少年吸菸問題在臺灣也一直存在。請問：過去

政府對降低吸菸率的努力，包含了那些政策或作為？青少年吸菸問題並未獲得有效控

制，最主要的原因以及未來應加強的作為有那些？（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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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 1986 年世界衛生組織公布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下列何者不是其憲章強調之五大行動綱領之一？ 
增進個人技能  建構支持性環境 
強化基因與生物科技發展  重新調整醫療服務 

2 民國 98 年臺灣地區十大死因第二位為： 
糖尿病 心臟疾病 腦血管疾病 事故傷害 

3 為強化醫師全人照顧之觀念與能力，提升住院醫師訓練品質，我國自那一年開始實施“一年期＂畢業後一般醫學訓練

計畫，以提升基層醫療服務品質？ 
92 年 95 年 98 年 100 年 

4 民國 98 年臺灣婦女總生育率（可視為每名婦女平均一生的生育數）已下降至多少，為世界各國最低生育率國家之一？ 
1.1 1.2 1.3 1.4 

5 根據行政院衛生署統計，民國 97 年我國平均每人國民醫療保健支出（NHE）占當年國內生產毛額（GDP）比率約為？ 
5.6% 6.4% 7.2% 8.5% 

6 臺灣人口由高出生、高死亡，轉變為低出生、低死亡，完成所謂人口轉型，總共花多少年，成為各已知國家中最快速者？ 
三十多年 四十多年 五十多年 六十多年 

7 在衛生政策制定過程中，我國常用的模式為： 
系統模式 菁英模式 團體模式 以上皆非 

8 醫院策略性管理步驟中，SWOT 分析主要是做那些分析？①瞭解醫院的優勢和劣勢 ②瞭解外部環境的優勢和劣勢 

③瞭解醫院的機會和威脅 ④瞭解外部環境的機會和威脅 
①② ②③ ①④ ③④ 

9 在界定醫療糾紛時，專指醫療傷害責任歸屬的爭執，則其定義屬於： 
廣義 狹義 以上皆是 以上皆非 

10 關於我國「一般護理之家評鑑基準」規定中，機構必須聘任合適之護理人員之規範，何者錯誤？ 
必須聘有專任護理人員 
24 小時至少有 1 名護理人員值班 
護理人員全部領有護理師證書或護士證書，與完成執業登錄 
護理人員／床數比＝1：10 

11 霍亂是傳染病防治法中的那一類傳染病？ 
第一類 第二類 第三類 第四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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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列關於結核病都治計畫之敘述，何者錯誤？ 
「都治」之全名為 DOTS（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 Course） 
主要目的為使已被發現之結核病人得到完善醫療照護，提高完治率；預防多重抗藥性結核比率增加 
都治計畫的送藥方式由都治關懷員送藥到病患家，關懷病患服藥；或依病患意願，自行至都治關懷站定點，接受關

懷員之關懷服藥 
主要的服務對象僅限於社區居住的結核病患者，所以都治計畫又稱社區都治 

13 下列對於疑似「麻疹」病例與其處理，何者錯誤？ 
傳染方式為經由空氣、飛沫傳播或是直接與病人的鼻腔或咽喉分泌物接觸而感染 
潛伏期為 7-18 天，通常為 14 天 
通報時限為 48 小時內 
若於學校發生麻疹，患者至少應於發疹後 4 天才能返回學校 

14 依據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目前之公告，即以 5 項危險因子中，有 3 項或以上的稱為「代謝症候群」，下列何者為

非主要危險因子？ 
腹部肥胖  高密度脂蛋白膽固醇過高 
三酸甘油酯過高  血壓偏高 

15 目前我國每包香菸的菸品健康福利捐價格（新臺幣）為何？ 
10 元 15 元 20 元 25 元 

16 下列對於我國有關於菸害防制之發展敘述，何者錯誤？ 
行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75 年制定「公共場所不吸菸辦法」 
「董氏基金會」於民國 78 年，在臺北成立了「亞太地區拒菸協會」（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the Control of To-

bacco，APACT） 
行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79 年完成「臺灣地區菸害防制五年計畫」的規劃 
「菸害防制法」於民國 87 年通過立法院三讀，並經總統公布施行 

17 補助外籍配偶設籍前未納健保之產前檢查補助，每胎以補助多少次為上限？ 
3 次 4 次 5 次 6 次 

18 癌症防治之規劃與推動，主要負責單位為行政院衛生署： 
醫事處 護理及健康照護處 企劃處 國民健康局 

19 依據食品衛生管理法第 19 條，食品廣告內容之禁止事項為：①誇張 ②虛偽不實 ③易生誤解 ④涉及醫療效能 

⑤保健功效 
①②③④ ②③④⑤ ①③④⑤ ①②③⑤ 

20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法中規定，保險對象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以下事故必須給與保險給付： 
疾病、傷害、死亡 失業、傷害、殘廢 生育、傷害、疾病 疾病、傷害、年老 

21 我國全民健保改革之二代健保的核心價值為：①品質 ②公平 ③效果 ④效率 ⑤可近性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⑤ ②④⑤ 

22 目前我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負擔金額表」中（民國 100 年 1 月 1 日生效），有一定雇主的受雇者其最高投保金額

等級之「月投保金額」為何？ 
126,000 元 158,000 元 182,000 元 200,000 元 

23 下列何者不是二代健保保險對象補充性保險費之計繳項目？ 
執行業務收入 廣告代言費 股利所得 財產繼承 

24 下列關於受污染起雲劑中的 DEHP 之敘述，何者錯誤？ 
DEHP 之化學學名為鄰苯二甲酸（2-乙基己基）酯 
通常是由阿拉伯膠、乳化劑、棕櫚油及多種食品添加物混合製成 
係一種普遍用於塑膠材料之塑化劑，已被行政院環保署公告為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 
我國公告「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塑膠類中 DEHP 之溶出限量標準為 1.5 ppm 以下，而食品中則不得添加 

25 下列何者非行政院衛生署公告起雲劑（含塑化劑）受污染之五大類食品（民國 100 年 5 月底），若未檢附相關食品安

全證明前各通路應停止販售？ 
運動飲料 果醬／果漿或果凍 膠囊錠狀食品 乳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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