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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答案 4 選 1，每題 1 分，共 100 題)
1.

關於霍桑效應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環境差異會顯著影響員工生產力
(B) 主管對員工的關心才是影響員工生產力的關鍵因素
(C) 員工彼此間的行為與情緒是無關的
(D) 增加薪水會顯著提升員工生產力

2.

下列選項當中，哪一位被尊稱為科學管理之父？
(A) 梅育(Mayo)
(B) 馬斯洛(Maslow)
(C) 泰勒(Taylor)
(D) 巴納德(Barnard)

3.

下列那項敘述，不是韋伯(Marx Weber)所提出的理想型科層組織的特徵？
(A)
(B)
(C)
(D)

專業分工
依法辦事
依能力任用及升遷
水平結構

4.

「囚犯的困境」是何種政策理論的典型例子？
(A) 菁英理論
(B) 系統理論
(C) 賽局理論
(D) 團體理論

5.

由基層員工組成的小組，經過適當的訓練後，透過定期的會議及其它活動，
由組員主動地提出、討論及解決與工作成效有關之各種問題的品質管理工
具為何？
(A) TQIP (Total Quality Indicator Project )
(B) TQM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C) EBM (Evidence-base Medicine)
(D) QCC (Quality Control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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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要素POSDCoRB中之Co指：
(A) Cooperating
(B) Communicating
(C) Coordinating
(D) Conciliating

7.

一般保險的基本原理何者為非？
(A) 危險共同分擔
(B) 大數法則
(C) 避免引發道德危機
(D) 保險費率依投保人所得計費

8.

管理過程的最核心任務為何？
(A) 控制(Controlling)
(B) 組織(Organizing)
(C) 決策(Decision making)
(D) 計畫(Planning)

9.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全民健保的總目標?
(A)
(B)
(C)
(D)

全民納保、平等就醫
財務平衡、永續經營
醫界自律、維持點值
提升醫療品質、促進國民健康

10.

當勞資有爭議時，勞工擁有所謂的「勞動三權」不包含下列何者？
(A) 團結權
(B) 團體交涉權
(C) 團體否決權
(D) 團體爭議權

11.

在過去 10 年中，哪一型態的醫院明顯逐年減少？
(A) 地區醫院
(B) 區域醫院
(C) 醫學中心
(D)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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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根據衛生署公告的國人十大死因排名，下列哪一種疾病不再屬於十大死因
範圍？
(A) 惡性腫瘤
(B) 腦血管疾病
(C) 心臟疾病
(D) 結核病

13.

依據醫療法規定，我國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
時，應如何處理？
(A) 以無過失責任之原則認定
(B) 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
(C) 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毋須負刑事責任。
(D) 以無過失責任之原則認定，並須負刑事責任。

14.

目前醫療保健費用佔 GDP 比率，下列哪個國家最低？
(A) 台灣
(B) 日本
(C) 荷蘭
(D) 德國

15.

有關疾病預防的層次中，中風病人的復健治療是屬於那一層次的預防？
(A) 第一段預防(Primary Prevention)
(B) 第二段預防(Secondary Prevention)
(C) 第三段預防(Tertiary Prevention)
(D) 第四段預防(Fourth Prevention)

16.

衛生政策從政府規劃到完成經歷了五個過程，順序為：①提出議題；②爭
取立法機關支持政策；③爭取民眾支持；④政策規劃；⑤立法機關的決議
及形成政策。
(A) ①→②→③→④→⑤
(B) ①→③→②→④→⑤
(C) ①→④→③→②→⑤
(D) ①→④→②→③→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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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下列有關「校正失能狀態後人年」(DALY)的敘述何者為錯誤？
(A) 是一項正向指標
(B) 可協助訂出醫療服務的優先順序
(C) 數值越小越好
(D) 兩個人各損失 10 年未生能的生命，相當於一個人損失 20 年的未失能
的生命

18.

我國醫療費用占國內生產毛額(GDP)多少比例約？
(A) 8.1-9.0
(B) 7.1-8.0
(C) 6.1-7.0
(D) 5.1-6.0

19.

由醫師專責診療、開立處方，而由藥事專業人員負責調劑及藥物諮詢的醫
療型態即所謂的：
(A) 優良藥品調劑規範
(B) 藥品安全監視
(C) 醫藥分業
(D) 藥品通路管制

20.

下列為我國衛生行政的相關事項：(1)衛生署成立 (2)瘧疾撲滅 (3)實施全民
健康保險 (4)醫療網計畫推動，請選出由早到近的正確順序？
(A) 1324
(B) 1234
(C) 2143
(D) 2413

21.

我國衛生政策最高的指導原則為何？
(A) 憲法第157條
(B) 全民健康保險法
(C) 醫療法第三條
(D) 民法第一條

22.

衛生福利部負責整合防疫資源，建構防疫體系之單位為何？
(A) 檢疫總所
(B) 防疫司
(C) 預防醫學研究所
(D) 疾病管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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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負責辦理醫療倫理促進事項的單位為？
(A)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B) 藥政司
(C) 食品衛生司
(D) 醫事司

24.

台灣平均每萬人之醫事人員數，以下列何者最多？
(A) 醫師(含中醫師)
(B) 牙醫師
(C) 藥師(含藥劑生)
(D) 護理師(含護士)

25.

假定某一年的年齡別生育率維持不變的情況下，推計每 1000 婦女在一生中
之活產數，為？
(A) 總生育率
(B) 粗繁殖率
(C) 淨繁殖率
(D) 粗出生率

26.

所謂依賴人口指數=(A÷B)*100，請問 B 係指？
(A) 總人口數
(B) 15 歲以上人口數
(C) 有偶人口數
(D) 15-64 歲人口數

27.

有關台灣疾病歷史，以下何者為誤？
(A) 1918 年後鼠疫在台灣不曾再出現
(B) 1920 年後天花就不再大流行
(C) 1950 年後霍亂不再流行
(D) 在日治初期瘧疾是台灣第一死因

28.

在健康照護財源籌措方面，非以稅收為主要財源的國家是？
(A) 英國
(B) 加拿大
(C) 澳洲
(D)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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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何者不是醫療保健服務市場的特性？
(A) 營利性
(B) 外部性
(C) 資訊不對稱
(D) 需求與結果的不確定性

30.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的相關規定，傳染病依致死率、發生率及傳播速度等危
害風險程度高低分成幾類？
(A) 3
(B) 4
(C) 5
(D) 10

31.

依我國醫療法規定，醫囑應於病歷載明或以書面為之。但情況急迫時，得
先以口頭方式為之，並於幾小時內完成書面紀錄?
(A) 3 小時
(B) 6 小時
(C) 12 小時
(D) 24 小時

32.

有關我國近 10 年的人口年齡結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0~14 歲幼年人口人數仍高於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B)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上升
(C) 扶養比【（0∼14 歲人口＋65 歲以上人口）/15∼64 歲人口*100】下降
(D) 扶幼比【0∼14 歲人口/15∼64 歲人口*100】快速上升

33.

下列哪一個國家的扶養比最高：
(A) 日本
(B) 德國
(C) 美國
(D)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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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關於近 10 年國人十大死因之變動情形，請由下列選項中選出最適當的組合
關係：
①主要死因以慢性疾病與事故傷害等為主
②惡性腫瘤仍居十大死因之首
③標準化死亡率下降
④粗死亡率上升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35.

我國《菸害防制法》新規定自民國何年開始實施：
(A) 84
(B) 89
(C) 98
(D) 105

36.

有關我國現行各項接種時程，出生滿 12 個月應施打：
(A) 卡介苗
(B) B 型肝炎疫苗
(C) 水痘疫苗
(D) 五合一疫苗

37.

下列何者為依循「市場正義模式」(market justice model)建構的健康照護體
系之特性：①健康照護的物品或服務，本質上亦為經濟財，②民眾的健康
狀態主要取決於個人因素，每個人要為自己的健康負大部份的責任，③政
府的角色主要是確保基本的大眾與消費者的安全，④財源主要是由民眾自
付或購買健康保險。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②③④

38.

健保署在計算被保險人的保費時，如何採計依附眷口數？
(A) 一律以三人計算
(B) 實際眷口數
(C) 健保署公告之平均眷口數
(D) 依實際眷口數，但超過三人則以三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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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以下有關當前世界健康人力資源問題的描述，何者為非？
(A) 基層健康服務人員不足
(B) 公衛、醫管、政策分析專家不足
(C) 醫師地理分布不均，偏遠地區醫事人力不足
(D) 專科醫師比例過低

40.

以下哪一項是當醫療服務體系由「疾病管理」轉型到「健康管理」的整合
性服務體系時，資訊管理系統的需求？
(A) 將醫療與公衛體系資訊系統整合
(B) 建立共同標準平台
(C) 保障資訊安全
(D) 以上皆是

41.

下列那一項公共衛生的相關資料，強調落實基層保健照護，促進民眾健康，
以達到全民均健(health for all)的目標？
(A) 貝弗里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
(B) 渥太華憲章(Ottawa Charter)
(C) 阿瑪阿塔宣言(Alma-Ata Declaratio)
(D) 布列克報告(Black Report)

42.

醫療法規定相關醫療作業，需事前取得當事人書面同意才能施行，但下列
何者在情況緊急下，不受此限？
(A)
(B)
(C)
(D)

43.

手術
麻醉
侵入性治療或檢查
人體試驗同意書。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於 1948 年設立，自民國 2009 年起
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不僅
肯定我國在推動國際衛生醫療合作的作為，更增加我國的能見度，同時提
供衛生援助及發展醫療服務國際化，期達到貢獻世界及鞏固臺灣地位之目
標。下列有關世界衛生組織的架構之說明何者為非？
(A) 世界衛生組織設有 6 個區域分署
(B) 世界衛生組織每年於 5 月開會
(C) 世界衛生組織最高權力單位為世界衛生大會
(D) 世界衛生組織總部設於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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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因預防接種而受害者，應如何因應？
(A) 得向健保署請求退回預防接種的費用
(B) 得要求縣市政府賠償
(C) 得請求救濟補償
(D) 只能自認倒楣

45.

「起雲劑違法添加塑化劑」事件後，衛生署擬擴大實施「食品履歷制度」，
請問這項任務應由衛生署所屬的哪一機關負責？
(A) 食品藥物管理署
(B) 國民健康署
(C) 疾病管制署
(D) 中央健康保險署

46.

有關 HACCP(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s)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基本上 HACCP 由七大原則或步驟組成
(B) HACCP 為事後防範之制度
(C) HACCP 需要定期確認原系統的設計功效
(D) 為了要控制危害至可接受的程度，要設定管制界限(critical limit)

47.

依據藥事法的規定，須經醫師診斷、開立處方，並由醫師使用或專業人員
調劑，才能使用的藥品稱之為？
(A) 成藥
(B) 指示藥
(C) 處方藥
(D) 以上皆是

48.

請問民眾若因接受預防接種產生疑似發生不良反應或嚴重疾病等情況，提
出預防接種受害救濟申請之救濟基金來源為何？
(A) 由衛生福利部編列預算
(B) 由全民健保費用支出
(C) 由疫苗製造或輸入廠商繳納
(D) 由菸品福利捐支出

49.

以下有關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何者為非？
(A) 1985年在聯合國第三屆世界婦女大會提出的概念
(B) 1997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確定了性別主流化的定義
(C) 強調要評估各種立法、政策或計畫、行動對婦女和男性的各種影響
(D) 行政院提出的人口政策綱領已貼近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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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為了保障每位國民均可獲得適切的醫療保健服務，必須將醫療保健服務的
取得：
(A) 社會化
(B) 商品化
(C) 優質化
(D) 企業化

51.

在細菌性食物中毒(food poisoning)的類型中，何者通常發病時間最快：
(A) 中毒型
(B) 中間型
(C) 感染型
(D) 非典型

52.

細菌性食物中毒(food poisoning)的發生，與下列何者有關：
(A) 細菌本身之致病性強弱
(B) 宿主本身之抵抗力強弱
(C) 食物本身之滅菌力強弱
(D) 環境本身之自淨力強弱

53.

為了減輕食品業者的經營風險，同時保障消費者權益，我國食品衛生管理
法規定食品業者必須投保：
(A) 產品責任保險
(B) 產物安全保險
(C) 國家賠償保險
(D) 中央品管保險

54.

建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並不包括下列哪一步驟或原則：
(A) 執行矯正措施
(B) 建立危安管制重點
(C) 建立記錄保存系統
(D) 建立管制點監測系統

55.

下列有關有機化合物污染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食品使用天然色素仍須受嚴格規範
(B) 戴奧辛並非人為故意製造或合成的
(C) 禽畜飼料添加抗生素可能殘留於肉品內
(D) 許多含氯化合物可以長期存在食物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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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下列何者從1984年起以國家計畫來執行預防接種，創世界之先：
(A) 肺炎
(B) B型肝炎
(C) 肺結核病
(D) 小兒麻痺

57.

下列何者是台灣戰後(1950年左右)最艱辛的疾病防治工作：
(A) 瘧疾
(B) 痲瘋病
(C) 狂犬病
(D) 登革熱

58.

某傳染病每隔一段時間會出現流行，且易由甲地散播至乙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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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有關傳染病的傳播方式與特徵，下列何者正確：
①許多性病可以經由接觸傳染
②許多性病可以經由血液傳染
③垂直傳染可以經由產道傳染
④懸浮氣膠傳染就是空氣傳染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

60.

有關台灣病媒蚊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 全台均有白線斑蚊
(B) 嘉義布袋以南多為埃及斑蚊
(C) 南部登革熱流行較北部嚴重
(D) 白線斑蚊登革熱傳播率高於埃及斑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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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有關媒介傳染(Vehicle-borne transmission)的流行病學特徵包括：
①機構內的續發率低
②沒有明顯的季節性變化
③衛生條件差的地區發病率高
④加強傳染源的管制可減少此類傳播
(A) ①②③④
(B) ①③④
(C) ②③④
(D) ①②④

62.

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在下列何者是相同的？
(A) 目的
(B) 所追求的公平
(C) 費率計算方式
(D) 重視效率

63.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之定義，國家或社會內的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超過總
人口的幾%，即稱為高齡化社會？
(A) 7%
(B) 8%
(C) 9%
(D) 10%

64.

在傳染病防治策略中，下列何者屬於三級預防：
(A) 暴露後預防注射
(B) 隔離或特殊處理
(C) 接觸史追蹤
(D) 病例管理

65.

「子宮頸抹片檢查」屬於疾病防治三段五級的哪一階段？
(A) 初段之健康促進
(B) 初段之特殊保護
(C) 次段預防
(D) 三段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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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下列何者為傳染病在流行時最重要者：
(A) 掌握傳染途徑
(B) 探究致病機轉
(C) 擬定防治策略
(D) 加強人員訓練

67.

有關藥癮愛滋減害計畫，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 與法務部合作推動戒治醫療整合計畫
(B) 將毒犯視為犯人而非病人
(C) 加強校園及男男間安全性行為教育、擴大篩檢、非法藥物及感染個案
管理，降低愛滋之傳播
(D) 推動美沙冬替代療法

68.

下列何種支付制度最可能誘發醫院逆選擇行為而造成病情複雜的患者難以
獲得醫療服務？
(A) 論人計酬
(B) 論量計酬
(C) 論質計酬
(D) 論病例計酬

69.

根據我國對於法定傳染病通報的分級，禽流感H5N1屬於： 此題答案A及D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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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我國對於法定傳染病通報的分級，愛滋病屬於：
(A) 第一類傳染病
(B) 第二類傳染病
(C) 第三類傳染病
(D) 第四類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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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目前我國的醫療給付改善方案「糖尿病試辦方案」是採用哪 一種支付制度？
(註：糖尿病患的照護計畫應包括重點：至少每半年測量糖化血色素（HbA1c）
一次、至少每兩年接受 1 次視力與散瞳之眼底檢查、糖尿病患腎臟疾病情
形：每年檢測尿液微量白蛋白 1 次、每年至少做 1 次足部檢查。)
(A) 論質計酬
(B) 論日計酬
(C) 論量計酬
(D) 論人計酬
72.

有關論人計酬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
(A) 是一種前瞻性的支付制度
(B) 降低供給誘導需求之情況
(C) 保費無法反應病患健康狀況
(D) 醫師不會強化預防保健工作

73.

下列何者為我國醫療費用成本控制之可行措施？
①促使醫療市場完全競爭以及自由化
②限制高科技醫療儀器及技術之使用
③控制大型醫院之新建或擴建
④採醫療費用部分負擔方式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②③④
(D) ③④

74.

「成功老化」包括三個組成，下列何者為非？
(A) 避免疾病和傷害的發生
(B) 保持高度的功能
(C) 活躍地參與生活
(D) 活得久

75.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健保的醫療費用支付方式？
(A) 論醫師計酬
(B) 論量計酬
(C) 論病例計酬
(D) 論質計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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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下列有關我國健康保險財務來源的敘述，何者有誤？
(A) 主要來源為保險費
(B) 政府預算
(C) 保險費係由保險對象、雇主、政府共同負擔
(D) 新修正的健保法增加附加保險費的規定

77.

由醫策會在 1998 年所引進的台灣醫療品質指標計畫(TQIP)，共包含四類指
標，不包含以下哪一項？
(A) 精神照護
(B) 急性照護
(C) 加護指標系統
(D) 長期照護

78.

有關我國全民健保的設計精神，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A) 健康者協助生病者
(B) 年輕者協助年長者
(C) 單身者協助已婚者
(D) 經濟佳者幫助弱者

79.

要找出病歷記錄內容是否有不一致或矛盾之處的審查是屬於：
(A) 病歷質的審查
(B) 病歷量的審查
(C) 病歷形式的審查
(D) 病歷要件的審查

80.

「避免因經濟景氣波動而造成對財源收入的影響」
，是健康保險財源籌措的
那一個原則？
(A) 穩定性
(B) 中立性
(C) 效率性
(D) 公平性

81.

下列何者為商業保險與社會保險之不同點？
(A) 大數法則
(B) 危險共同分攤
(C) 避免道德危險
(D) 保險人對被保險人的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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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83.

從管理經營的角度，台灣的醫院體系主要為下列何種制度？
(A) 閉鎖性醫院
(B) 開放性醫院
(C) 半開放性醫院
(D) 以上皆非
有關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的特色，何者為非？
(A) 全民強制納保
(B) 由雇主、被保險人及政府共同負擔財務責任
(C) 公營單一保險人，並實施部分負擔
(D) 僅有論量計酬制度

84.

依據現行全民健康保險法，下列何項目屬給付範圍內？
(A) 精神病日間住院
(B) 美容外科手術
(C) 助聽器
(D) 人體試驗

85.

下列何者不在全民健保的保險範圍？
(A)
(B)
(C)
(D)

中醫傷科服務
長期機構照護
住院服務
牙醫醫療服務

86.

臨床路徑(clinical path)經常是何種健康保險支付制度實施，醫院提升品質的
因應措施？
(A) Fee for service
(B) Capitation
(C) Per diem
(D) Case payment

87.

下列有關二代健保的重點與精神，何者是錯誤的？
(A) 納入多元計酬之支付方式
(B) 降低政府對全民健保之財務責任
(C) 減輕受薪階級負擔
(D) 久居海外或新住民參加規定從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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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維護全國民眾就醫權利，賦權病患的重要方法為：
(A) 健保醫療品質資訊公開
(B) 全面使用健保 IC 卡
(C) 弱勢族群協助
(D) 改革給付制度。

89.

下列那一項目為全民健保「財務責任制度」未能落實的最重要因素？
(A)
(B)
(C)
(D)

政府未補貼健保之虧損
未依精算結果調整費率
未落實轉診制度
無財務精算報告

90.

醫院中的「藥品單一劑量車」及「衛材交換車」是屬於何種單純存量管理
理論改良後之應用？
(A) 定量訂購制(Fixed Quantity Ordering System)
(B) 定期訂購制(Fixed Period Ordering System)
(C) 複倉制(Two-Bins system)
(D) 以上皆非

91.

健康保險的財源籌措原則，何者為非？
(A)
(B)
(C)
(D)

92.

公平性
效用性
充足性與穩定性
中立性

全民健保實施後，離島與偏遠地區民眾無法獲得與其他地區被保險人相同
的醫療可近性，間接使其成為醫療弱勢者，以上敘述為衛生施政面臨的挑
戰中之哪一項？
(A) 醫療資源分佈不均
(B) 全民健康保險的定位與永續經營
(C) 衛生所功能之改造
(D) 高齡化社會之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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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中華民國政府依據憲法第 13 章第 4 節「社會安全」專節, 整合醫療衛生與
社會福利業務，將有助社會政策與資源整體規劃調配，建構完善的社會福
利、社會照護及醫療保健體制, 自民國 60 年衛生署成立以來，組織作最大
幅度變革, 於 2013 年成立之單位為何？
(A) 中央健康保險署
(B) 衛生福利部
(C) 內政部
(D) 疾病管制署

94.

請選出錯誤的衛生統計描述？
(A) 粗死亡率=一年內總死亡數/年中總人口數*1000(0/00)
(B) 一般生育率=一年內之活產總數/育齡婦女之年中人口數*1000(0/00)
(C) 粗繁殖率係指一年內活產女嬰數對年中育齡婦女人數之比率
(D) 致死率=某一年內由於某一疾病致死之人數/該年得此疾病人數
*1000(0/00)

95.

疾病和功能障礙壓縮理念的提出，為人口老化帶來正面的訊息，根據 Rowe
and Kahn 的定義，下列那一項不是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所包含的組
成？
(A) 避免疾病和傷害的發生
(B) 保持高度的功能
(C) 中期照護
(D) 活躍參與生活

96.

在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下，下列何者支付制度是以病人疾病診斷、年齡及合
併症等關係群作為給付標準？
(A) 論人計酬
(B) 論日計酬
(C) 論量計酬
(D) 論病例計酬

97.

目前(106 年 1 月 1 日起)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等級最高金額為新台
幣？
(A) 88,000 元
(B) 135,600 元
(C) 182,000 元
(D) 21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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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下列哪一個機構與台灣醫療品質的推動息息相關
(A) 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B)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C) 國家衛生研究院
(D) 醫藥品查驗中心

99.

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財務籌資的方式不包含以下哪一項？
(A) 一般稅 (General tax revenues)
(B) 特別醫療儲蓄帳號(Medical saving account)
(C) 薪資稅\保險費(Payroll tax)
(D) 政府指定用途稅 (dedicate tax revenues)

100. 有關健康照護制度依財務及付費模式分類，以下敘述何者為非？
(A) 強制自費模式常見於 OECD 國家
(B) 核退模式為被保險人自付醫療費用後，再向保險人申請核退費用。
(C) 特約制為保險人與醫療院所特約，並依據約定標準支付費用。
(D) 整合性組織為垂直整合財務與醫療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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