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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力測驗 

105年衛生行政與管理考試試卷 

 
一、選擇題 (答案 4選 1，每題 1分，共 100題) 

1. 進行醫院管理的策略選擇之前，必須先作內外環境的 SWOT分析，請問 O

代表的是？ 

(A) 組織(Organization)  

(B) 機會(Opportunity) 

(C) 開放系統(Open system) 

(D) 產出(Output) 

2. 權變理論中， Robert House提出路徑目標模式，並將領導行為分為四類，

請問下列何者不屬於其中的類型? 

(A) 命令型領導者 

(B) 支持型領導者 

(C) 參與型領導者 

(D) 成就型領導者 

3.  動機理論中， Douglas McGregor依據對人性的看法，認為員工天生不喜歡

工作的是哪一種理論的人性?  

(A) M理論 

(B) X理論 

(C) Y理論 

(D) Z理論 

4. 員工的滿意度是取決於他的投入和產出的比率和其他員工投入和產出比率的 

   比較是為何種理論。 

(A) 公帄理論 (equity theory) 

(B) 目標設定(goal-setting theory) 

(C) 增強理論(reinforcement theory) 

(D) 行動激勵(action motivation) 

5.  個體經由共同系統的表徵而達到訊息交換的過程與互享意義(meaning 

sharing)，稱之為： 

(A) Coordination 

(B) Communication 

(C) Cooperation 

(D) Conformation 

6. 階層組織的位階高低，與其所擁有的權威(power)或所需負責的幅度，呈何種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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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沒有關係 

(B) 反比關係 

(C) 正比關係 

(D) 等比關係 

7. 何者不是控制醫療費用的方法？ 

(A) 增加政府投資 

(B) 建立守門人制度 

(C) 引進醫院總額預算 

(D) 發展醫院替代性服務 

8. 在健康管理中所謂 "doing right things"是指 __________ 

(A) efficiency 

(B) effectiveness 

(C) top managers 

(D) middle level managers 

9. 下列何者不是行銷 4C理論之一？ 

(A) 供給者與消費者合作(Cooperation) 

(B) 消費者願意付出的成本(Cost) 

(C) 購買商品的便利(Convenience) 

(D) 溝通(Communication) 

10. 就「臨床路徑」而言，進行變異分析，屬於PDCA模式之哪一步驟？ 

(A) 計畫(plan) 

(B) 執行(do) 

(C) 查核(check) 

(D) 修訂或標準化(act) 

11. 有關目前我國衛生行政組織中，目前已經不存在，變成『歷史名詞』的衛生

機關為何？ 

(A) 衛生局     

(B) 衛生所     

(C) 衛生處     

(D) 健康服務中心 

12. 根據下圖我國全民健康保險不同性別之醫療利用概況，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目前女性帄均每件醫療費用(點數) 為 1,239點 

(B) 目前男性帄均每人醫療利用件數為 13.4 

(C) 帄均每件醫療費用，不分性別都在成長中 

(D) 帄均每人醫療利用件數，不分性別都在成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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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國醫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於 1988年提出「公共衛 

生的未來（The Future of Public Health）」，其中指出公共衛生的三大核 

心功能，下列何者為非？ 

(A) 評估（assessment） 

(B) 政策發展（policy development） 

(C) 社區營造（community building） 

(D) 保障（assurance） 

14. 在醫療糾紛的責任中哪一種不屬於民事責任？ 

(A).損害賠償 

(B).業務上過失致人於死 

(C).減少勞動能力 

(D).精神慰撫金 

15. 衛生福利部那一個單位是負責辦理推動長期照護服務業務?  

(A)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B) 食品藥物管理署 

(C) 社會保險司 

(D) 醫事司 

16. 下列何項醫療屬於醫療法所定義之人體試驗？ 

(A) 腎臟移植手術 

(B)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疫苗注射 

(C) 心臟移植手術 

(D) 眼角膜移植手術 

17. 進行醫院管理的策略選擇之前，必須先作內外環境的 SWOT分析，請問 O

代表的是？ 

(A) 組織(Organization)  

(B) 機會(Opportunity) 

(C) 開放系統(Open system) 

(D) 產出(Output) 

18.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 2012年帄均每位保險對象門診醫療利用次數約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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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次  

(B) 15次  

(C) 20次 

(D) 25次 

19. 下列何者並非藥害救濟之給付種類？  

(A) 死亡給付 

(B) 障礙給付 

(C) 精神損害給付 

(D) 嚴重疾病給付 

20. 在衛生計畫之規劃方法中，由一群熟悉問題的專家組成，先各自預測，再經

由多回合的商討和修正，達到一致見解之方法為？ 

（A） 馬可夫模式(Markov Model) 

（B） 生產力預測法(Productivity prediction) 

（C） 調查法(Survey research) 

（D） 德菲法(Delphi Techinque) 

21. 資產負債表是用來顯示醫院在某一特定日期之財務狀況，其中資產=負債 + 

□，請問□為？ 

(A) 現金流量 

(B) 業主權益 

(C) 營業利益 

(D) 短期投資 

22. 有關目前我國衛生行政組織，下列何者有直接隸屬關係： 

（A） 衛生所與衛生署 

（B） 衛生局與衛生署 

（C） 衛生局與縣政府 

（D） 健康服務中心與縣政府 

23. 下列何者為板橋市的衛生主管機關？ 

(A) 衛生局 

(B) 衛生所 

(C) 衛生處 

(D) 健康服務中心 

24. 有關我國目前帄均每萬人口之病床數，請由下列選項中，選出最適當的組合

關係： 

①急性一般病床 

②急性精神病床 

③慢性精神病床 

④洗腎病床 

(A)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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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①>②>④>③ 

(C) ②>③>①>④ 

(D) ④>①>②>③ 

25. 為了彌補醫療市場機能之缺失，最適當之措施為何? 

(A)鼓勵提供者自由競爭 

(B)公權力之介入 

(C)提供需求者醫療價格訊息 

(D)慈善機構之協助 

26. 有關我國中央衛生行政主管機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目前為行政院衛生署 

(B) 衛生署下設醫院管理委員會，統籌署立之管理工作 

(C) 我國過去不曾有過衛生部之組織設計 

(D) 未來預計改制為「衛生福利部」 

27. 「一國或一地每千婦女自出生活至生育結束年齡期間(扣除每個年齡死亡人數

後之每個年齡實際生存人數)之生育情形」，為下列何者之定義？ 

(A) 一般生育率 

(B) 總生育率 

(C) 粗繁殖率 

(D) 淨繁殖率 

28. 依我國醫療法規定，婦產科診所得依醫療業務需要設置幾張以下的產科病 

床?  

(A) 5張  

(B) 9張  

(C) 10張  

(D) 15張 

29. 政府進行組織再造，整編下列各附屬機關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食品藥物管理局係由原食品衛生處、藥政處、藥物食品檢驗局、管制

藥品管理局等單位整併 

(B) 疾病管制局係由原防疫處、預防醫學研究所、檢疫總所等單位整併 

(C) 國民健康局係由原保健處、家庭計畫研究所、婦帅衛生研究所、公共

衛生研究所等單位整併 

(D) 以上皆是 

30. 下列何者非為醫學中心六大任務指標之一： 

(A) 創新研發 

(B) 重、難症醫療服務 

(C) 發展 DRGs制度 

(D) 積極配合衛生醫療政策 

31. 有關醫療市場之社會化(Socialization)與市場性(Marke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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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未來醫療市場的社會性將高於市場性 

②美國醫療市場之社會化亦日趨顯著 

③美國的公醫制度比較重視醫療之市場性 

④英國的公醫制度比較重視醫療之社會化 

⑤英國的自由市場制度比較重視醫療之市場性 

(A) ①②③④⑤ 

(B) ①②④⑤ 

(C) ③④⑤ 

(D) ①②④ 

32.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理性的個體」之假設於醫療市場內並不完全適用 

(B) 創造性需求或誘發性的需求於醫療市場內並不存在 

(C) 醫師密度愈高之地區，會因醫師供過於求而使醫療價格下降 

(D) 醫療科技愈發達，會因市場自由競爭而使醫療費用愈便宜 

33. 台灣是在西元幾年以觀察員重返世界衛生組織之舞台？ 

(A) 1989 

(B) 1990 

(C) 2009 

(D) 尚未加入 

34. 一般生育率為一年內每 1000位育齡婦女之活產數，育齡在我國之定義為？ 

(A) 12-44 

(B) 15-44 

(C) 15-49 

(D) 18-49 

35. 每年1000活產中未滿1歲死亡數所得之指標為何？ 

(A) 周產期死亡率(Perinatal mortality rate) 

(B) 新生兒死亡率(Neonatal mortality rate) 

(C) 嬰兒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 rate) 

(D) 以上皆非 

36.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之「高齡化社會」指的是 65歲以上的人口佔全 

人口的   %？ 

(A) 5% 

(B) 6% 

(C) 7% 

(D) 8% 

37. 我國國民醫療保健支出 (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 NHE) 占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比維持在 

(A) 4%-5% 

(B)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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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6%-7% 

(D) 7%-8% 

38. 受過訓練且經認可之護理人員，施行預防接種業務及因應疫情防治實施之特

定疫苗接種措施，不算密醫行為，是根據哪個法律的規定？ 

(A) 醫師法 

(B) 傳染病防治法 

(C) 醫療法 

(D) 護理人員法 

39. 在衛生領域經常是由專業團體或醫藥、公衛專家率先提出政策建議，而經由

何種政策制定模式來制定？ 

(A) 系統模式 

(B) 菁英模式 

(C) 團體模式 

(D) 以上皆非 

40. Pauly(1988)將醫療保健服務市場以供給者與消費者之利用頻率加以分類，何

者配對正確？ 

(A) 第一類(近乎完全競爭市場)：小兒科、牙科 

(B) 第二類(消費者不常利用，但許多供給者經常提供)：白內障手術 

(C) 第三類(消費者非常少利用，有只有少數供給者能提供)：實驗性診療法 

(D) 以上都對 

41. 都治計畫(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 -course, DOTs)是針對 

那項疾病的治療策略？ 

(A) 愛滋病 

(B) 禽流感 

(C) 肺結核 

(D) 日本腦炎 

42. 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主要的目的為何？ 

(A) 協助各國應對跨越國界的緊急公衛風險事件 

(B) 提供各國評估健康城市之指標 

(C) 提供各國菸害防制之參考架構 

(D) 評估各國健康體系的績效 

43.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對流感大流行疫情警示分級，當流行疫情開始有人傳人 

 的社區層次感染時為第幾級？ 

(A) 二級 

(B) 四級 

(C) 六級 

(D) 八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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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下列那項措施是防治傳染性疾病的次級預防措施？ 

（A） 改善居住環境衛生 

（B） 急性感染的治療 

（C） 疫苗預防接種 

（D） 接觸史追蹤 

45. 安全社區是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推動的計畫之一，下列對於安全社區的敘  

  述何者有誤？ 

(A)安全社區是指某個社區已經達到某種安全的境界 

(B)安全社區是為營造更安全的社區而持續不斷努力的運動 

(C)加入國際安全社區網絡並無國籍上的要求 

       (D)獲得國際安全社區認證並不是推動安全社區的目的 

   46. 155.2009年 1月 11日菸害防制法規定，幾人以上之室內工作場所全面禁菸? 

(A) 三人 

(B) 六人 

(C) 十人 

(D) 二十人 

47. 158.下列何者為人口學的動態統計? 

(A)人口數量 

(B)人口組成 

(C)人口分布 

(D)人口成長率 

48.世界衛生組織對菸害防制的六項行動策略之建議(MPOWER)，除了監測菸品 

使用及政策、預防二手菸危害、提高戒菸服務、禁止菸品廣告外，還包含？ 

(A) 提高菸害賠償 

(B) 提高菸稅 

(C) 提高公共場所吸菸之罰款 

(D) 提高菸商營業稅率 

49. 美國牛肉進口立法攻防過程中，何者不是這個事件的利益關係人

(Stakeholders)？ 

(A) 台灣朝野立法委員 

(B) 台灣的牛肉進口商 

(C) 美國的一般民眾 

(D) 喜愛食用美國牛肉的台灣民眾 

50. 請選出有關國民健康局所提供之免費預防保健服務的描述正確組合？ 

○145歲以上婦女，每二年可檢查一次婦女乳房攝影檢查 

○255歲以上原住民，每年可使用一次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檢查 

○330歲以上婦女，每年可檢查一次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 

○450-69歲成年人，每兩年可檢查一次定量免疫法糞便潛血檢查 

(A)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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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2○3 

(C) ○2○3○4 

(D) ○1○2○3○4 

51. 下列對於登革熱防治之敘述，何者正確？ 

(1) 為第一類法定傳染病 

(2) 為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3) 發現疑似病例需於 24小時內通報 

(4) 發現疑似病例需於 1週內通報 

(A) (1)(3) 

(B) (1)(4) 

(C) (2)(3) 

(D) (2)(4) 

52. 2003年台灣發生的SARS流行是屬於： 

(A) 爆發式流行(outbreak) 

(B) 規則性流行(regular epidemic) 

(C) 大規模式流行(large-scale epidemic) 

(D) 地方型或高度地方型流行(endemic or hyper-endemic) 

53. 有關食用貝類毒素saxitoxins所造成之中毒，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屬於麻痺性貝類毒素 

(B) 該毒素可抑制神經傳導，尤其是帄滑肌與心肌 

(C) 該毒素可於腸道迅速吸收，但代謝緩慢，須90天才會排出體外 

(D) 無特殊解毒劑，若患者能撐過24小時，大多不會有明顯的後遺症 

 54. 在沙門氏菌(Salmonellae)食物中毒中，下列何者為最常見的媒介： 

(A) 家禽肉 

(B) 火腿肉 

(C) 蛋沙拉 

(D) 海鮮類 

55. 對於食品日期的標示，下列何者最能為保障消費者權益，並符合國際規  

  範： 

(A) 包裝日期 

(B) 製造日期 

(C) 有效日期 

(D) 食用日期 

56. 在WHO對於促進食品安全提出的指導原則中，業者方面所須分擔的責任包 

 括： 

①生鮮原料的產銷需有良好規範 

②管理階層及作業人員須訓練有素 

③食品處理過程及加工技術必須適切 

④加工食品須建立品質管制及品質保證措施 

(A)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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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①②③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57. 在WHO對於促進食品安全提出的指導原則中，消費者方面所須分擔的責 

   任，不包括： 

(A) 個人須具備知識並能力行實踐 

(B) 注意家中調理食物的安全措施 

(C) 組織消費者保護團體 

(D) 蒐集資訊並研究 

 58. 根據2003年WHO的指導原則，各國食品安全及品質的管理體系必備的內容， 

不包括： 

(A) 食品法規 

(B) 食品通路 

(C) 主管機關 

(D) 稽查作業 

59. 有關健康與疾病的關係，西方醫學的發展深受下列何者之影響： 

①物理學 

②機械論 

③神鬼說 

④陰陽五行說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 

(D) ①③ 

60. 下列何者是台灣早期(光復前後)最艱辛的疾病防治工作： 

① 瘧疾  ②痲瘋病  ③狂犬病  ④結核病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④ 

(C) ①④ 

(D) ③④ 

61.下列哪些傳染病已發生跨國流行的事實： 

①AIDS 

②SARS 

③伊波拉出血熱 

④登革出血熱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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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①②③ 

62. 在傳染病的分類中，何者強調感染部位與致病機轉，有助於醫師對症下  

  藥： 

(A) 臨床學 

(B) 生態學 

(C) 微生物學 

(D) 流行病學 

63. 有關傳染病的臨床分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以感染部位區分，強調致病機轉，有助於對症下藥 

②在全球傳染病中，以消化道與呼吸道的傳染病最多 

③在全球傳染病中，以中樞神經系統最為嚴重 

④腦炎是屬於典型的中樞神經系統感染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 

64. 下列有關健康照護制度的敘述，何者錯誤？ 

(甲)在健康照護制度價值之光譜中，愈向右邊對國民就醫可近性之保障愈周

全，愈符合社會公正性之原則，愈往左邊則相反 

(乙)台灣的全民健保屬於社會保險，在 Odin Anderson健康照護制度價值光譜

中屬中間偏右 

(丙)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曾將健康照護制度依財源及付費模式將健康照護

系統分為四種 

(A) 甲、丙 

(B) 甲、乙 

(C) 甲、乙、丙  

(D) 乙、丙 

65. 經食物傳播的傳染病中著名的案例，美國的傷寒瑪麗是屬於： 

(A) 食物被汙染而帶病原微生物 

(B) 食物在加工過程被病原微生物汙染 

(C) 蒼蠅或蟑螂攜帶病原微生物汙染食物 

(D) 食物供應者或在最後給予食物時汙染到食物 

66. 在傳染病防治策略中，下列何者屬於次級預防： 

(A) 隔離或特殊處理 

(B) 暴露後預防注射 

(C) 病媒管制 

(D) 生理治療 

67. 在特殊傳染病的防治策略中，「截斷傳染病途徑」較不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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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性傳染病 

(B) 蟲媒傳染病 

(C) 媒介傳染病 

(D) 空氣傳染病 

 68. 下列何者與傳染病的通報敏感度無關： 

(A) 傳染病症狀的比例(symptomatic ratio) 

(B) 病人求診率 

(C) 醫師通報率 

(D) 以往疾病率 

69. 根據我國對於法定傳染病通報的分級，必須於24小時內完成通報者為： 

(A) 第一類傳染病 

(B) 第二類傳染病 

(C) 第四類傳染病 

(D) 第五類傳染病 

70. 對於傳染病病原微生物(病原體)致病力(pathogenicity)之描述，下列何者正

確： 

(A) 係指病原體在宿主體內繁殖而引起感染的能力 

(B) 與該病原體在宿主體內繁殖的速度有關 

(C) 水痘病毒屬於低致病力的病原體 

(D) 肺結核菌屬於高致病力的病原體 

    71. 我國全民健保對慢性精神病床是採用哪種支付制度 ? 

      (A)論質計酬   

(B)論日計酬    

(C)論量計酬   

(D)論人計酬 

72. 全民健保在抑制民眾醫療浪費的措施中，最常見的措施為何？ 

(A)減少合約院所 

(B)提高部分負擔 

(C)增加審查機制 

(D)增加保費 

73. 品管七大手法中用於判斷製造程序是否在穩定狀態下，有無特殊原因的變  

  異之分析工具?  

(A)  散佈圖 

(B)  特性要因圖  

(C)  直方圖   

(D)  管制圖 

74. 依據現行的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保險對象在保險有效期間內，發生某些事

故時會依法給予保險給付，下列何者為非？ 

(A)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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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疾病 

(C) 傷害 

(D) 生育 

75.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全民健保的總目標? 

(A) 全民納保、帄等就醫 

(B) 財務帄衡、永續經營 

(C) 醫界自律、維持點值 

(D) 提升醫療品質、促進國民健康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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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以病 

人為中心」的全人醫療照護理念，積極推動「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自民 

國 100年 7月起實施，請問訓練期間為多長？ 

(A) 3個月 

(B) 6個月 

(C) 一年 

(D) 二年 

77. 依據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下列何者非綜合醫院之必要設置科別？ 

(A) 麻醉科 

(B) 放射科 

(C) 婦產科 

(D) 復健科 

78. 以下關於醫療品質的問題何者不正確？ 

(A) 至少包含過度使用、使用不足、錯誤使用等三部份 

(B) 國內的研究將問題分為醫療專業(個人與團隊)與病人(家屬)二部份 

(C) 過度使用或提供太多的服務是指醫療服務的潛在風險大於潛在利益 

(D)國人對自己的身體有責任感，不構成病人面的品質問題 

79. 下列何者不是向中央健康保險署申請退保的條件之一？ 

(A) 改變投保身分 

(B) 喪失投保資格 

(C) 失蹤滿六個月 

(D) 被羈押於看守所 

80. 下列何者可增加我國全民健保的保費收入？ 

①調高保險人負擔比率 

②調高部分負擔 

③調高掛號費 

④調高費率 

⑤擴大費基 

(A) ①②③④⑤  

(B) ②③④⑤  



14 
 

(C) ①②④⑤   

(D) ②④⑤ 

81. 政府持續推動各項措施以避免弱勢族群因經濟困難而影響就醫權益，下列 

 何項非各級政府所補助的弱勢族群對象？ 

(A) 無職業榮民 

(B) 失業勞工及眷屬 

(C) 中低收入戶 65歲以上之老人 

(D) 無職業且為 55歲以上之原住民 

82. 為了讓民眾獲得更周全的整合照護，健保局何時開始試辦「論人計酬 

  畫」？ 

(A) 100年 5月 1日 

(B) 100年 6月 1日 

(C) 100年 7月 1日 

(D) 100年 8月 1日 

83. 下列何者非「完全競爭的醫療市場」的基本假設： 

(A) 確定性 

(B) 有價格的訂定者 

(C) 沒有外部性 

(D) 沒有非價格的競爭 

84. 下列對於社會主義醫療體系之特徵，何者是最適當的組合關係？①中央管 

  制 ②較有效率 ③強調公正帄等 ④主張社會責任 ⑤創新性佳 

(A) ②③④ 

(B) ①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④⑤ 

85. 下列對於資本主義醫療體系之特徵，何者是最適當的組合關係？①強調社  

  會穩定 ②崇尚個人主義 ③強調經濟成長 ④自由放任 ⑤競爭性佳 

(A) ①②③④ 

(B) ①③④⑤ 

(C) ②③④⑤ 

(D) ①②③④⑤ 

86. 下列何者非醫療體系應具備的功能？ 

(A) Prevention 

(B) Patient 

(C) Cure 

(D) Care Rehabilitation 

87. 醫療市場供給誘發需求(supplier-induced demand, SID)之現象，主要是    

  因為市場中哪一個特性所致？ 

(A) 外部性 

(B) 資訊不對等 



15 
 

(C) 保險介入 

(D) 政府干預 

88. 下列何者並非解決醫院內部人力資源不足的策略？ 

(A) 加強人力的培訓 

(B) 將非核心的工作外包 

(C) 遇缺不補 

(D) 從外部召募人員 

89. 下列何者為衛生署2012-2013年病人安全年度新增的目標？ 

(A) 提升用藥安全 

(B) 落實感染控制 

(C) 提升手術安全 

(D) 落實住院病人自殺防治 

90.為減少被保險人的醫療浪費，某保險人規定被保險人就醫時，若一年內醫療

費用低於 2,500元以內完全自付，此種制度稱為？ 

(A) co-insurance 

(B) co-payment 

(C) deductible 

(D) stop loss 

91. 全民健保的實施乃是在那一本衛生白皮書中列為重要目標？ 

(A) 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 

(B) 衛生白皮書-跨世紀衛生建設 

(C) 衛生白皮書-邁向衛生大國，達成全民健康 

(D) 以上皆非 

92. 下列何種支付制度，醫療服務提供者所負擔的財務風險最高？ 

(A) Fee-for-Service Payment 

(B) Per diem 

(C) Case payment 

(D) Capitation 

93. 將監理會與費協會合併，是希望達到健保改革的那個目標？ 

(A) 擴大參與 

(B) 資訊揭露 

(C) 收支連動 

(D) 財源籌措 

94. 長期照護中的喘息服務是將服務提供給下列那類對象？ 

(A) 病人 

(B) 家庭照護者 

(C) 護理人員 

(D)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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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下列那一項並非衛福部所推動的長照服務法之草案的四大要素？ 

(A) 機構管理 

(B) 人員管理 

(C) 服務內容管理 

(D) 受照護者權益保障 

96. 老人常因何種特殊感覺系統發生障礙後而影響其人際交往關係？ 

(A) 視力 

(B) 聽力 

(C) 語言 

(D) 嗅覺 

97. 下列何者為醫院資材管理之作業範圍？ 

①存量管理 

②採購管理 

③儲運管理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③ 

(D) ①②③ 

  98. 對於醫院之存量管理工作，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 善用 ABC分析法，加強 A、C兩類資材的管理 

(B) 常備材料，如藥品、衛材等，以採「定量訂購制(Fixed Quantity Ordering 

System)」方式管理為宜 

(C) 儀器設備及非消耗系資材等，以採「複倉制(Two-Bins system)」方式管

理為宜 

(D) 表單及事務性用品等，以採「定期訂購制(Fixed Period Ordering System)」

方式管理為宜 

  99. 281.以下那一個國家健康保險的財源籌措不是以一般稅作為主要財源？ 

(A) 英國 

(B) 瑞典 

(C) 美國 

  (D) 加拿大 

 

100. 下列何者不是醫療服務具備的特質？  

(A) 風險不確定性  

(B) 醫療服務產品替代彈性較高  

(C) 資訊不對等 

    (D) 價格制定缺乏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