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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答案 4 選 1，每題 1 分，共 100 題)
1.

權變理論中，羅伯．豪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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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目前國家的公共政策規劃過程模式包括下列 3 種，當一個國家政策想推行
一個新健康照護政策，而國民認知不足時，下列哪一模式較適合新政策的
規劃？
(A) 菁英理論模式
(B) 團體理論模式
(C) 民眾參與模式
(D) 以上皆非

3.

強調組織中每一個人都應負有品質的責任，而不限於品質管理部門，更要
求在第一時間就把事情做好，同時要經由不斷的持續改進來增加產品品質，
此觀念是下列哪一種管理或技術？
(A) TQC (Total Quality Control)
(B) TQM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C) QFD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D) DOE (Design of Experiment)

4.

80-20 原理於品質管理之應用表示？
(A) 20%原因導致 80%問題
(B) 80%原因導致 20%問題
(C) 20%努力解決 80%問題
(D) 80%努力解決 20%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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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波士頓顧問團(BCG)策略矩陣中，相對市場佔有率低，但市場成長率高的
象限是？
(A) Dog（老狗）
(B) Cash cow（金牛）
(C) Question mark（問號）／Wild Cat（野貓）
(D) Star（明日之星）

6.

管理的功能包括：Planning, ________, Leading and Controlling
(A) Conceptualizing

7.

(B) Following
(C) Changing
(D) Organizing
下列何者不是傳統行銷組合(Marketing Matrix)4P 種類之一？
(A) 產品(Product)
(B) 消費者(People)
(C) 價格(Price)
(D) 促銷(Promotion)

8.

「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之異同，下列何者有誤？
(A) 兩者皆具有風險共同分擔、大數法則及避免道德危險
(B) 社會保險採經驗費率，商業保險則採社區費率
(C) 社會保險以社會安全為目的，商業保險以追求利潤為目的
(D) 社會保險追求社會公平，商業保險追求個人公平

9.

以下何者不屬於常見的組織溝通型態
(A) 隨機溝通 (Random communication)
(B) 下行溝通 (Downward communication)
(C) 橫向溝通 (Lateral communication)
(D) 斜向溝通 (Diag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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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決策型態中，基於勇氣、靈感、直覺、通常不包含完整和全面的策
略評估，只選擇性審核。是屬於以下哪一種類型？
(A) 漸進型
(B) 反應型
(C) 系統型
(D) 企業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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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有關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之規定，下列哪一項敘述不正確？
(A) 無論是中藥或西藥的新藥，都要提具衛生署規定的臨床試驗資料，才
能申請提出新藥的查驗登記。
(B) 收載於衛生署公告之固有典籍傳統方，得視為有適當人體使用經驗，
作為直接進入初期療效探索臨床試驗之資料。
(C) 未超過傳統使用經驗範圍之新複方，得視為有適當人體使用經驗，作
為直接進入初期療效探索臨床試驗之資料。
(D) 收載於衛生署公告之固有典籍傳統方的新使用途徑，可直接進入第三
階段的臨床試驗。

12.

醫療法有關人體試驗之書面同意書內容，應載明事項中，下列何者不正確？
(A) 可能產生之副作用及危險
(B) 其他可能之治療方式及說明。
(C) 預期試驗效果
(D) 接受試驗者未經計畫主持人同意，不得隨時撤回同意。

13.

公共衛生人口研究方面，以人口金字塔綜合表示性別與年齡別結構，其中
葫蘆型的金字塔結構，屬於下列那種型態？
(A) 農村型
(B) 靜止型
(C) 減少型
(D) 都市型

14.

衛生署於 2010 年 1 月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請問是由之前組織架構的那些
單位合併改制而來？
(A) 保健處、防疫處、食品衛生處、藥物食品檢驗局
(B) 藥政處、保健處、公共衛生研究所、管制藥品管理局
(C) 藥物食品檢驗局、管制藥品管理局、預防醫學研究所
(D) 食品衛生處、藥政處、藥物食品檢驗局、管制藥品管理局

15.

在衛生資源中，何者為推動一切衛生活動的基礎：
(A) 衛生經費
(B) 衛生人力
(C) 衛生設施
(D) 衛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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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據最新修定之行政院組織法，民國 101 年起我國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
(A) 厚生部
(B) 衛生部
(C) 衛生福利部
(D) 社會福利與衛生部

17.

醫療網演進至今，較不著重下列哪項目標？
(A) 重視特殊健康照護體系
(B) 醫療品質提升
(C) 加強軟體建設
(D) 健全一般醫療體系

18.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現在是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為衛生署保健處、原台灣省公
共衛生研究所、家庭計畫研究所、與下列何單位於 2001 年合併而成？
(A) 婦幼衛生研究所
(B) 預防醫學研究所
(C) 慢性病防治院
(D) 國家衛生研究院

19.

目前醫院評鑑的工作，主要由下列何單位負責執行？
(A)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B) 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
(C) 財團法人醫策會
(D) 財團法人醫改會

20.

以下有關「醫藥分業」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醫藥分業可以保障民眾自由選擇藥品調劑場所的權利
(B) 醫藥分業由藥事專業人員負責調劑及藥物諮詢
(C) 醫藥分業可以健全藥品流通管理體系
(D) 醫藥分業由藥劑師專責開立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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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關醫療市場的特性，請由下列選項中選出最適當的組合關係：
①異於一般市場，具有非市場性
②需求和供給各有其特性，並不同於一般商品之交易
③價格是由需求和供給之關係決定
④醫療需求者無法預知價格而成為價格之接受者
⑤醫療提供者處於賣方居於優勢主導之形勢
(A) ①②③④⑤
(B) ②③④⑤
(C) ①②③④
(D) ①②④⑤

22.

社會變遷對公共衛生的直接影響為何？
(A) 人口結構老化，醫療保健需求不變
(B) 地區異質性增加，衛生問題單純化
(C) 國民教育水準提升，對醫療保健服務的質與量需求提升
(D) 醫療保健需求隨人口漸少而增加

23.

依台灣現況評估，下列何項衛生指標將會逐漸上升？
(A) 新生兒死亡率(Neonatal Mortality Rate)
(B) 孕產婦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Rate)
(C) 粗死亡率(Crude Mortality Rate)
(D) 嬰兒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 Rate)

24.

民國 99 年臺灣婦女總生育率已下降至多少，為世界各國最低生育率國家之
一？
(A) 1.1
(B) 1.0
(C) 0.9
(D)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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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請選出錯誤的衛生統計描述？
(A) 一 般 生 育 率 = 一 年 內 之 活 產 總 數 /15-49 育 齡 婦 女 之 年 中 人 口 數
*1000(0/00)
(B) 新生兒死亡率=一年內死胎數/一年內之活產總數*1000(0/00)
(C) 性比例=男性人數/女性人數*100%
(D) 死亡百分比=某一年特定疾病死亡人數/該年死亡人數*1000(0/00)

26.

何者是世界衛生組織在 1999 年世界衛生報告中指出，健康照護制度發展的
目的？
(甲) Improving health status
(乙) Increasing efficiency
(丙) Enhancing responsiveness to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丁) Enhancing fairness in the financing and delivery of health care
(戊) Reducing health inequalities
(A) 甲、乙、丙、丁
(B) 甲、丙、丁、戊
(C) 乙、丙、丁、戊
(D) 甲、乙、丙、丁、戊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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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何者不是醫療服務的特性？
(A) 異質性
(B) 無形性
(C) 不可儲存
(D) 不可測量

29.

根據醫療法的相關規定，所稱醫療法人，不包含以下哪種醫院？
(A) 社團法人
(B) 財團法人
(C) 法人附設醫院
(D)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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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根據護理人員法的相關規定，護理機構服務的對象有哪些？
(A) 罹患慢性病需長期護理之病人
(B) 出院後需繼續護理之病人
(C) 產後需護理之產婦及嬰幼兒
(D) 以上皆是

31.

根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相關規定，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發現有疑似食
品中毒之情形，應於幾小時內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告？
(A) 12 小時
(B) 24 小時
(C) 48 小時
(D) 72 小時

32.

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的相關規定，保險人為促進預防醫學、落實轉診制度，
並提升醫療品質與醫病關係，應訂定家庭責任醫師制度，家庭責任醫師制
度給付的原則為何？
(A) 論量計酬
(B) 論病例計酬
(C) 論人計酬
(D) 論質計酬

33.

下列哪一種衛生指標含有時間概念？
(A) 比率（rate）
(B) 百分比（percent）
(C) 分率（proportion）
(D) 比例（ratio）

34.

依我國醫療法規定，以下對醫療法人的敘述，何者錯誤？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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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醫療法人不得為保證人
(C) 醫療法人不得與其他同質性醫療法人合併之
(D) 醫療法人之資金，不得貸與董事、社員及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

35.

下列何者不是社區需求評估主要項目？
(A) Community promotion
(B) Community profile
(C) Community consultation
(D) Intern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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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有關「2025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政府有那些重要政策：
① 以品質、效率及公平為主軸，健全健康保險及年金制度，以求永續發
展
② 積極拓展國際參與空間，以專業形象增加我國於國際間之能見度
③ 建立整合性全人照護體系，並強化防疫網絡，以重塑健康服務體系
④ 強化衛生福利資訊創新應用之服務，以提高衛生醫療及社會福利服務
之可近性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④
(D) ②③④

37.

我國政府執行傳染病防治的兩大重要法規是:
①《傳染病防治法》
②《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③《傳染病疫情監控系統實施辦法》
④《傳染病防治分級醫療作業辦法》
(A) ①②
(B) ①③
(C) ③④
(D) ①④

38.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負責辦理預防保健服務財源籌措的單位為？
(A) 中央健康保險署
(B) 國民健康署
(C) 疾病管制署
(D) 社會保險司

39.

投保單位（例如民間營利事業單位）在計算保險費時，如何採計個別員工
的依附眷口數？
(A) 依實際眷口數，但超過二人則以二人計
(B) 一律以四人計算
(C) 健保署公告之平均眷口數
(D) 實際眷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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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下列何者不屬於二代健保規劃的執行策略？
(A) 因應台灣產業調整，擴大保險對象分類
(B) 推動支付制度改革
(C) 強化資訊提供以提升醫療品質
(D) 擴大社會多元化參與健保政策

41.

我國藥政單位對於藥品上市後之流通管理，下列何者為非？
(A) 藥局藥房管理
(B) 廣告管理
(C) 管制藥品管理
(D) 建立優良藥品製造標準制度

42.

下列敘述為我國採行之菸害防制相關措施，請選出正確者？
(A) 菸品容器標示 50%之健康警示圖文
(B) 自 2009 年 6 月起，每包菸課徵 15 元的菸品健康福利捐
(C) 室內五人以上的工作場所，禁止吸菸
(D) 禁止提供菸品給十八歲以下者

43.

肉毒桿菌中毒是一種由肉毒桿菌(Clostridium botulinum)產生神經毒素所引
起的嚴重麻痺病症。下列何者為非肉毒桿菌中毒風險較高的食品？
(A) 低酸性罐頭(如鮪魚罐頭)
(B) 未真空包裝食品
(C) 醃製食品(如泡菜)
(D) 自製香腸

44.

疾管局於六月公布首例日本腦炎確定病例，請問日本腦炎這類法定傳染病
需在多久內完成通報？
(A) 24 小時
(B) 三天內
(C) 一週內
(D)一個月內

45.

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篩檢項目，不包含下列那一項？
(A) 葡萄糖-6-磷酸去氫酶缺乏症(G-6-PD)
(B) 甲狀腺機能亢進症
(C) 半乳糖血症
(D) 苯酮尿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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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目前有關結核病之防治及個案追蹤管理，在衛生福利部屬何單位業務？
(A) 國民健康署
(B) 疾病管制署
(C) 醫事司
(D)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47.

「健康是基本人權，因此國家有責任與義務保障人民的健康」是出自：
(A) Winslow, 1920
(B) WHO, 1948
(C) Hanlon, 1984
(D) AMA, 1995

48.

有關台灣早期的公衛發展，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衛生署於 1951 年成立
(B) 整個日據時代，台灣大約培養 2800 位醫師
(C) 台灣光復(1945 年)初期，政府開始在各鄉鎮興建衛生所，全台首創 15
家衛生所
(D) 從 1906 至 1940 年間，台灣男女性的平均餘命分別由 29 歲和 30 歲延
長到 42 歲和 47 歲

49.

下列何者屬於靜態人口統計：
①人口數量
②人口組成
③人口分布
④人口成長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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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有關細菌性食物中毒(food poisoning)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細菌可能於生產、儲存或處理的過程中進入食物
②對於感染型的細菌，人體必須攝入足夠的細菌量，才會致病
③對於中毒型的細菌，須於食物內產生足夠的毒素，才會致病
④對於中間型的細菌，須有動物當媒介以進入人體，才會致病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

51.

預防細菌性食物中毒(food poisoning)的發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 食材最好保存於偏鹼(PH=8.6)條件下，以降低細菌生長的速度
② 食材最好保存於低溫(低於攝氏5度)條件下，以降低細菌生長的速度
③ 烹煮時應使食物中心溫度至少達攝氏62度，以殺滅細菌孢子或破壞毒
素
④ 處理過生食之器具最好以乾淨的抹布擦拭後再處理熟食，以避免交污
染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②③
(D) ②

52.

WHO曾對促進食品安全提出一個指導原則，並以神殿式的結構圖來加以強
調，該神殿是由下列哪些力量共同支撐起來的穩定結構：
①政府
②消費者
③工商業者
④學者專家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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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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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①個人須具備知識並能力行實踐
②注意家中調理食物的安全措施
③組織消費者保護團體
④蒐集資訊並研究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54.

建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包括下列哪些步驟或原則：
①危害評估、決定管制重點
②建立管制點監測系統
③執行矯正措施
④建立記錄保存系統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55.

有關狂牛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學界咸認肇因於牛隻的飼料遭污染
②會透過牛與牛接觸而平行感染
③會透過空氣傳播
④會透過牛肉品傳染給人類，再建立人傳人途徑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
(D)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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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現行藥事法對於藥品的分類，包括：
①醫師處方藥品
②針劑及方劑
③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
④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57.

台灣在 1984 年發現第一個病例，且以外籍人士居多的傳染病：
(A) AIDS
(B) SARS
(C) H5N1
(D) Syphilis

58.

有關台灣早期(光復前後)的傳染病防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撲滅瘧疾是台灣的傲世成就
②WHO於1965年宣布台灣為「鼠疫根除區」
③天花與霍亂防治是台灣早期最艱辛的疾病防治工作
④結核病是台灣傳染病防治史中政府投注最多資源的疾病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④

59.

1918 年、1957 年、1968 年三次流行性感冒的全球大流行源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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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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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有關傳染病的分類，可由下列哪些方面來看：
①臨床學
②生態學
③微生物學
④流行病學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

61.

有關傳染病的傳播方式，下列何者屬於間接傳播：
①空氣傳染
②蟲媒傳染
③血液傳染
④垂直傳染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

62.

針對特殊傳染病的防治策略，包括：
①管理傳染源
②截斷傳染病途徑
③ 強宿主免疫力
④環境衛生之改善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63.

下列何者為造成 1981 年台灣小兒麻痺流行的主因：
(A) 疫苗製造供不應求
(B) 預防接種涵蓋率低
(C) 疫訊偵測系統缺失
(D) 基層人員疏於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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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傳染病調查(Survey)及服務設施(Service and Facilities) 是屬於：
(A) 實驗室為基準的偵測系統
(B) 醫院為基準的偵測系統
(C) 學童缺席的偵測系統
(D) 社區人群的偵測系統

65.

隨時掌握媒介物的種類、分佈與生物特性，有助於控制疫情，是屬於：
(A) 實驗室為基準的偵測系統
(B) 醫院為基準的偵測系統
(C) 環境偵測系統
(D) 報告病例系統

66.

根據我國對於法定傳染病通報的分級，有建立防治對策必要之新興傳染病
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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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有關病原微生物(病原體)在傳染病流行的主要決定因子，包括：
①感染力(infectivity)
②致病力(pathogenicity)
③致死力(fatality)
④毒力(virulence)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68.

下列何者不是健康促進醫院推動主要的目標群體?
(A) 社區民眾
(B) 病人與家屬
(C) 政府決策者
(D) 醫院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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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下列何者非 Empowerment Conceptual Framework 之內涵？
(A) Information
(B) Policy
(C) Network
(D) Resource

70.

請問我國疾病管制署目前的疾病監測資訊系統不包含以下哪一項？
(A) 中央傳染病追蹤管理系統(結核病、負壓病床)
(B) 法定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
(C) 癌症篩檢與追蹤管理資訊整合系統
(D) 症狀監視通報系統

71.

全民健保的主要財源包括一般保險費與補充保險費，請問其中的一般保險
費由三方來共同分擔，下列何者並非這三方之一？
(A) 政府
(B) 被保險人
(C) 眷屬
(D) 雇主

72.

政府開辦全民健保，以下何者非三項主要政策目標之一？
(A) Access
(B) Safety
(C) Cost
(D) Quality

73.

下列何者非 WHO 對健康照護體系之分類？
(A) 公共輔助；
(B) 國家健康服務
(C) 社會健康保險
(D) 自由市場保險

74.

醫療品質評估模式中，感染率為品質評估模式的那一個層面？
(A) 結構
(B) 過程
(C) 結果
(D)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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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下列何者不屬於美國醫學研究機構(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所提出品質
改善六大目標之一？
(A) 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
(B) 安全(safety)
(C) 效果(effectiveness)
(D) 以病人為中心(patient-center)

76.

有關我國全民健保醫療費用收支情形，請由下列選項中選出最適當的組合
關係：
①經費主要來自保險費的收入
②支出主要以醫療服務支出為主
③目前安全準備累計餘額超過600億元
④保險費的收入以保險人所占比率最高
⑤開辦第二年就已經開始入不敷出迄今
(A) ①②③④⑤
(B) ①②③④
(C) ①②③
(D) ①②

77.

健保局(健保署)推出之醫療給付改善方案(論質計酬)，試問包括下列哪些疾
病？a.高血壓 b.糖尿病 c.精神分裂症 d.慢性腎病 e. B 肝及 C 肝帶原者 f.氣
喘
(A) a,b,f
(B) a,b,c,f
(C) a,b,e,f
(D) a,b,c,d,e,f

78.

Prospective Payment System ( PPS)係指下列哪一種支付制度？
(A) 論醫院等級計酬制度
(B) 論服務量計酬制度
(C) 前瞻性付費制度
(D) 回溯性付費制度

79.

有關醫院整體策略，以下敘述何者為非?
(A) 成長策略是指醫院擴充規模、增加科別或服務項目。
(B) 穩定策略是指不改變經營作業方式。
(C) 防守或緊縮策略是指醫院縮減規模或科別，甚至出售、放棄全部或部
分的部門事業經營。
(D) 聯合策略是指不同的事業部門，依據經營狀況採取不同的策略。
17

80.

對於當前公立醫院營運面臨之主要挑戰，何者是最適當的組合關係？
①組織結構僵化、缺乏彈性 ②公務預算補助逐年縮減 ③內部人員面對
環境變動意識不足 ④醫療供給者對顧客服務品質的競爭 ⑤法令規範約
束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⑤
(C) ①②④⑤
(D) ①②③④⑤

81.

下列哪一項不是醫院流動資產的科目？
(A) 藥品存貨
(B) 應收健保帳款
(C) 儀器設備
(D) 現金

82.

護理長稽核護理人員技術步驟的正確性，此為品質保證的那一個層面？
(A) 結構標準
(B) 過程標準
(C) 結果標準
(D) 政策標準

83.

部分負擔主要是處理健康保險中的哪一項疑慮？
(A) 逆選擇
(B) 道德危害
(C) 跨區就醫
(D) 延遲就醫

84.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的相關說明，何者錯誤？
(A) 具有強制性
(B) 社會保險性質
(C) 給付範圍包含疾病、傷害及生育
(D) 在臺灣領有居留證明文件，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外籍勞工)，不能參加
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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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全民健保保費計算之「平均眷口數」=因被保險人納入保險的眷屬人數÷A，
請問 A 為？
(A) 有眷屬的被保險人數
(B) 所有的被保險人數
(C) 有眷屬投保的投保單位數
(D) 所有的投保單位數

86.

下列對於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的保險項目，何者是最適當的組合關係？①生
育 ②傷害 ③職業病 ④疾病 ⑤死亡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②④⑤

87.

以持續性的照護服務協助長期功能失常或困難的人一段時間的照顧，促進
或維持身體功能並增進獨立自主的正常生活能力，稱之為？
(A) 健康促進
(B) 出院準備
(C) 長期照護
(D) 中期照護

88.

下列關於「長期照護」相關之敘述何者有誤？
(A) 服務對象為老年人口
(B) 對具有長期功能失常的人提供一段時間的持續性照顧
(C) 服務內容包括生活照顧與醫事照護
(D) 目的在促進或維持身體功能，增進獨立自主

89.

下列何者並非長期照顧人力發展的主要問題？
(A) 未依據長期照顧人力的需求來訂定全面人力培育計畫
(B) 本國照顧人力與外籍照顧人力彼此的定位不清
(C) 缺乏照顧服務員人力培訓
(D) 跨專業間人力的分工合作模式仍然模糊未定

90.

我國長期照顧之政府財源不包括以下何者項目？
(A) 公務預算
(B) 贈與稅
(C) 酒稅
(D) 菸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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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山地離島及偏遠地區因地理環境特殊，面積遼闊，使當地區居民在醫療資
源及健康照護上屬於相對弱勢的族群。為能加強當地居民之健康照顧的可
近性、周延性及持續性，下列有關中央衛生單位的措施敘述何者為是？
1. 加強山地離島偏遠地區硬體設備 2. 賡續培育地方養成醫事人員 3. 推動
部落社區健康營造，結合地方資源，帶動社區民眾參與 4. 辦理身心障礙醫
療復健輔具中心 5. 推動偏遠部落醫療資訊化，建立共享資訊平臺 6. 保障
山地離島地區居民健康及就醫權利，辦理「山地離島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
畫」
（IDS）計畫 7. 山地離島緊急醫療後送服務 8.全國廣設「兒童發展聯合
評估中心」
(A) 12345678
(B) 1234567
(C) 1235678
(D) 123567

92.

品管思潮有以下階段，請問下列哪個組合是正確的：1.品質是管理出來的 2.
品質是檢查出來的 3.品質是製造出來的 4.品質是習慣出來的
(A) 1234
(B) 2341
(C) 3214
(D) 2314

93.

下列何者不是衛生福利部 103-104 年病人安全年度工作目標？
(A) 提升用藥安全
(B) 落實感染控制
(C) 提升手術安全
(D) 加強住院病人自殺防治

94.

106 年中央健保署實施分級醫療後未經轉診逕至某區域醫院看門診需自行
負擔多少部分醫療費用？
(A) 460 元；
(B) 360 元；
(C) 240 元；
(D) 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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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哪一項品管工具是根基於統計學中的變異觀念所發展出來的
(A) 推移圖 (Run chart)
(B) 管制圖 (Control chart)
(C) 直方圖 (Histogram)
(D) 圓餅圖 (Pie chart)

96.

PDCA 是醫療品質改善活動中最常被使用的手法之一，請問 C 代表什麼意
思
(A) Change
(B) Check
(C) Clear
(D) Confirm

97.

多數實行健康保險的國家，常採行多久時間當作費率平衡週期，來精算平
衡費率，避免年年調整保險費率
(A) 2 年
(B) 3 年
(C) 5 年
(D)10 年

98.

以下公辦民營的醫院中，何者的模式屬於 BOT (Build Operation Transfer)？
(A) 台南市立醫院
(B) 岡山秀傳醫院
(C) 雙和醫院
(D) 高雄小港醫院

99.

下列何者不是全民健保的特色？
(A) 強制納保
(B) 多元保險人
(C) 財源以保險費為主
(D) 醫療機構可自由選擇是否要與健保特約

100. 下列哪一項有關健保支付制度的描述是錯誤的？
(A) 論質計酬可促使醫院提高效率與品質
(B) DRG 支付制度下，健保署對於各 DRG 的住院天數有訂定上限
(C) 總額支付制度下，若浮動點值低於 1 點 1 元仍有醫院可以獲利，因此
難以避免某些醫院繼續衝量
(D) 論量計酬可能造成醫療資源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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