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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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列舉我國的健康照護體系中，有那些事項值得檢討或改善。（25 分） 

二、試述民國 100 年「全民健康保險法」的修法重點。（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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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關於告知後同意的敘述何者錯誤？ 
醫師進行手術或侵入性處置前，應取得病人本人之告知後同意 
若病人沒有明白表示拒絕，醫院可以例行性地將手術摘取的廢棄人體組織用作研究 
醫師應以病人可以了解的語言詳細告知病人病情 
情況緊急時，可以不用取得病人的告知後同意 

2 下列衛生福利部單位，何者負責業務包括家庭暴力防治？ 
醫事司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保護服務司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3 下列何者非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之任務？ 
人體試驗之審議 醫療糾紛之調解 醫德之促進 醫療糾紛之鑑定 

4 醫院不服全民健康保險之核刪，應向那個單位提出申訴？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 行政法院 
一般法院  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 

5 依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列何者為第二級毒品？①愷他命 ②美沙冬 ③安非他命 ④海洛因 ⑤大麻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⑤ ②④⑤ 

6 有關我國藥事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藥物廣告不得利用書刊資料保證其效能或性能 
藥物廣告，經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者，其有效期間為 2 年 
核准之藥品經稽查或檢驗有主治效能與核准不符者稱劣藥 
藥品經稽查或檢驗有塗改或更換有效期間之標示者稱偽藥 

7 有關我國縣市政府衛生局的年度預算，下列何者錯誤？ 
未依組織法令設立之機關，不得編列預算 
預算分成歲入和歲出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 
預算案須經議會審議 
衛生局的年度預算須報請行政院核定 

8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政府每年度負擔本保險之總經費，不得少於每年度保險經費扣除法定收入後金額之百分之幾？ 
72 50 36 18 

9 依菸害防制法、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下列何者錯誤？ 
孕婦不得吸菸 
青少年不得吸菸，違者應令其接受戒菸教育 
菸品健康福利捐 3%供中央與地方菸害防制之用 
菸品健康福利捐 60%供全民健康保險之安全準備 

10 有關我國 102 年底人口資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女性人口多於男性人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超過 11% 
0-14 歲人口低於 15%  我國粗死亡率逐年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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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關我國原住民人口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原住民人口成長率高於同期我國總人口成長率 102 年底原住民人口超過 53 萬人 
原住民人口之平均壽命低於我國總人口平均壽命 原住民人口之性別比例逐年上升 

12 有關我國結核病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是第二類傳染病 
我國結核病新增病例數以老年人居多 
我國近十年結核病發生率呈上升趨勢 
結核病是法定傳染病中每年新增病例數最多的 

13 下列何者為當前我國國民醫療保健支出主要資金來源？ 
家庭部門 政府部門 企業部門 非營利團體 

14 當前我國政府對特定弱勢者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費，下列何者不包括？ 
中低收入戶 失業勞工及眷屬 身心障礙者 新住民 

15 有關當前我國長期照護服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長期照護服務人力集中在機構式服務 
長期照護服務量占失能老年人口之比率超過四成 
49 歲以下身心障礙且失能者納為長期照顧計畫服務對象 
長期照護服務對象女性多於男性 

16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條款包括減少菸品需求及減少菸品供應策略，下列何者為減少菸品需求策略？ 
①菸害預防教育 ②拒售菸品予青少年 ③增加菸稅 ④禁止菸品廣告 ⑤消除菸品非法貿易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⑤ ②④⑤ 

17 有關我國預防保健服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提供 30 歲以上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每年可檢查 1 次 
提供 40 歲以上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每年可檢查 1 次 
提供孕婦產前檢查 10 次 
提供嚼檳榔或吸菸者口腔黏膜檢查 

18 依據菸害防制法，下列何者不是全面禁菸的場所？ 
高級中等學校之室內場所  高級中等學校之室外場所 
博物館之室內場所  半戶外開放空間之餐飲場所 

19 102 年底我國低收入戶戶數占總戶數比率： 
0.89 1.79 3.69 5.91 

20 醫療費用快速增加是各國衛生政策中最棘手的挑戰之一，請問以下何者為影響醫療費用成長速度的主要原因？ 
醫療糾紛的盛行  醫療科技的發展 
保險組織（公司）之行政怠惰 供給者誘發需求 

21 「使用者付費」的概念與全民健康保險的何項政策理念相斥？ 
風險分擔 部分負擔 促進效率 收支平衡 

22 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全民「強制納保」，主要是為了避免下列何種保險制度下常見的問題？ 
道德風險（Moral Hazards） 健康不均等（Health Disparities） 
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 財富重分配（Wealth Redistribution） 

23 臺灣何種類型的醫療糾紛不適用無過失補償？ 
疫苗傷害 藥害 生育事故 延誤治療 

24 下列何者不屬於醫界通稱的醫學倫理四原則？ 
不傷害原則 尊重自主原則 效益原則 正義原則 

25 下列我國各類愛滋篩檢政策，何者對民眾自主性的保障程度最高？ 
孕婦進行例行產檢時，一併接受愛滋篩檢 
民眾主動到醫院接受匿名篩檢 
因參加有吸食毒品之藥物濫用性派對，被衛生局通知應接受篩檢者 
受聘僱外國人入境後，依法定期接受愛滋篩檢者 



類科名稱：

10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

科目名稱：
衛生行政學概要（試題代號：2421)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衛生行政

單選題數：25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B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C B A C B D C D D

D A D B B B D B B

A C D C B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103d01
	103d01_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