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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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向來關注衛生體系建置議題，其於 2010 年出版之「世界

健康報告」（World Health Report）即以「Health systems financing：the path to universal 
coverage」為題，呼籲各國重視健康體系之財務，以達健康照護普及化之目標；而 2013 年

世界衛生大會（WHA）亦以「如何確保健康議題在下一世代全球發展目標的定位」為主

題，持續強調其重要性；我國近年參與 WHA，也及時掌握國際衛生最新發展。試繪及

說明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之組織架構圖。（25 分） 

二、我國低出生率，加以戰後嬰兒潮進入老年，預計 2018 年老年人口百分比將達高齡社會

之標準。由於人口老化與慢性疾病的威脅，醫療照護財務變成沉重的負擔，唯有從上游

健康促進做起，讓民眾活得長壽又健康，才能從根本降低國家醫療財務負擔。試說明

2002 年 WHO 因應國際人口高齡化的政策建議？（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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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食品添加物及其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應明顯標示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原產地（國）  淨重、容量或數量 
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健康風險程度 

2 依據我國藥事法，藥物之標籤、仿單或包裝，應依核准刊載事項，不包括何者？ 
主治效能、性能或適應症  主要成分含量、用量及用法 
副作用、禁忌及其他注意事項 藥物不良反應發生率 

3 我國被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為「瘧疾根除區」是在西元幾年？ 
 1950  1965  1979  1982 

4 下列有關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以失能校正人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量化疾病負擔敘述，何者錯誤？ 
 DALY 可量化疾病死亡與罹病的負擔 以 DALY 計算會凸顯憂鬱症疾病負擔 
以 DALY 計算需考量疾病失能指數  DALY 計算的疾病負擔排序與死亡率排序相同 

5 下列有關我國癌症防治政策與服務的敘述，何者錯誤？ 
癌症防治法自 2005 年開始實施 
 2005 年~2009 年推動國家癌症防治五年計畫 
 2010 年~2013 年推動第二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擴大癌症篩檢服務 
 2014 年~2018 年推動第三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焦點在預防 

6 下列有關我國癌症發生的敘述，何者錯誤？ 
全癌症標準化發生率逐年下降  2002~2011 年女性十大癌症發生率以子宮體癌增幅最大 
 2002~2011 年男性十大癌症發生率以攝護腺癌增幅最大  2011 年甲狀腺癌症發生性別比小於 1 

7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發布 2013~2020 年全球慢性病防制計畫的九項目標，不包含下列何者？ 
飲酒行為下降 吸菸下降 身體不活動下降 憂鬱症下降 

8 下列有關我國人口統計的敘述，何者錯誤？ 
新生兒死亡率指嬰兒出生後在未滿 4 週內死亡數  2013 年我國原住民人數超過新住民加子女人數 
 2013 年我國男、女平均餘命分別為 76.7 歲、83.3 歲  2013 年我國總生育率為全球最低 

9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下列何者不包括在保險對象可免自行負擔費用的情形？ 
山地離島地區之就醫 國外就醫 重大傷病 分娩 
 



104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代號：42030 
類  科： 衛生行政 
科  目： 衛生行政學概要

 

 全一張 
（背面）

10 當前我國醫師人力較缺乏的五個科別，包括那五個科？ 
內、外、婦、兒、急診  內、外、兒、急診、精神 
內、外、急診、精神、耳鼻喉 內、兒、急診、精神、家醫 

11 下列那一項死因不在民國 102 年排名前五名主要死因範圍？ 
心臟疾病 腦血管疾病 糖尿病 事故傷害 

12 民國 101 年的統計，我國國民醫療保健支出（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 簡稱 NHE）占當年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簡稱 GDP）比是： 
 6.6%  5.6%  4.6%  4.0% 

13 總生育率表示每一育齡婦女在一生中可能生育之嬰兒數，我國 102 年的總生育率是： 
 2.5  2.0  1.6  1.3 

14 H7N9 流感為傳染病防治法分類之第幾類傳染病？ 
第二類傳染病 第三類傳染病 第四類傳染病 第五類傳染病 

15 醫療法中為保障病人之權益，訂有各種醫療程序需取得病人同意書之規定，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下列何者不適

用緊急情況無需事先得病人同意書之規定？ 
手術同意書 人體試驗受試者同意書 麻醉同意書 侵入性治療同意書 

16 下列有關我國參與國際衛生組織的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自 2009 年起，連續以中華臺北的名義獲邀出席在日內瓦舉行之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我國雖然獲邀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地位是觀察員 
我國是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正式會員 
我國是國際 GMP 官方稽查組織 PIC/S 的正式會員 

17 102 年全臺灣的人口統計，65 歲以上人口占全臺灣人口的比例是： 
 10.0%  10.5%  11.0%  11.5% 

18 有關醫療急迫情況，「醫師以診療為目的，並具有法定之調劑設備者，得依自開處方，親自為藥品之調劑」，出自： 
醫師法 醫療法 藥事法 藥師法 

19 中藥、植物性藥材之檢驗屬於那一單位的職掌？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國家傳統醫藥研究所  國家衛生研究院 

20 當前醫藥法規對於下列敘述的規範，何者正確？ 
醫療法規定醫療機構（包括基層診所）負責人必須為醫師 
藥事法並未規定藥局的負責人必須具備藥師或藥劑生資格 
藥事法規定藥品販賣業者的負責人必須為藥師或藥劑生 
醫療法並未規定醫療機構（包括基層診所）負責人必須為醫師，藥事法也未規定藥品販賣業者的負責人必須為藥師

或藥劑生，只要延聘專任醫師、藥師或藥劑生駐店管理即可 
21 下列何項敘述錯誤？ 

醫療機構施行人體試驗時，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並應先取得接受試驗者之書面同意 
學名藥生體可用率、生體相等性之人體試驗研究仍須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核准 
學名藥生體可用率、生體相等性之試驗屬於醫療法規範之人體試驗 
新藥臨床試驗同時受醫療法（人體試驗）與藥事法（試驗用藥物）的規範 

22 我國目前管制藥品的主管機關為何？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管理局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管理署 

23 提供青少年正當的休閒活動，在藥物濫用防治方面，屬於公共衛生三段五級典範的： 
初級預防 次級預防 三級預防 社會復健 

24 下列有關醫療法人的敘述，何者錯誤？ 
醫療法人不得為公司之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 
醫療法人不得為保證人 
法人得為醫療社團法人之社員 
醫療社團法人得於章程中明定，社員按其出資額，保有對法人之財產權利，並得將其持分全部或部分轉讓於第三人 

25 下列有關胃腸藥品製劑中含有碳酸鎂與碳酸鈣的敘述，何者錯誤？ 
胃腸藥品製劑中含有碳酸鎂與碳酸鈣，需使用符合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定的原料藥品 
胃腸藥品製劑中的碳酸鎂與碳酸鈣，屬於多重用途的化學品，只要符合食品添加物的標準即可使用 
碳酸鎂與碳酸鈣為多重用途的化學品，可做為主成分、食品添加物與藥品賦形劑，但均須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 
胃腸藥品製劑中含有碳酸鎂與碳酸鈣，使用不符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定的原料藥品，違反藥事法，應勒令

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