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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核心課程基本能力測驗 
98年衛生行政與管理學科考試試卷 

 

B1.下列何者不是管理功能 POSDCORB 的一項內容？ 

(A) Planning  

(B) Operating 

(C) Coordinating 

(D) Budgeting 

 

Ｃ2.解決問題是組織管理者的重要功能。有關解決問題的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A) 情境分析－選擇執行方案－研擬替代方案－推行－評估檢討 

(B) 評估檢討－研擬替代方案－選擇執行方案－推行－情境分析 

(C) 情境分析－研擬替代方案－選擇執行方案－推行－評估檢討 

(D) 評估檢討－選擇執行方案－研擬替代方案－推行－情境分析 

     

Ｃ3.有關行政與管理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 行政重視程序         

(B) 管理強調績效成果 

(C) 管理領導不當需依法處分 

(D) 管理講究領導、溝通、協調 

 

Ａ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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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5.行政管理上所謂 PDCA 是指？ 

(A) 計劃(plan)、執行(do)、控制(control)、計算(account)； 

(B) 產品(product)、執行(do)、控制(control)、行動(action)； 

(C) 產品(product)、執行(do)、控制(control)、計算(account)； 

(D) 計劃(plan)、執行(do)、確認(check)、行動(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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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6.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曾提出五種競爭力分析模式，下列何者不屬之？ 

(A) 現存機構間的競爭程度 

(B) 替代品威脅 

(C)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D) 購買者的數量 

 

Ｃ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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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8.社會環境是企業外部環境中的一部分，下列何者屬於社會環境的內容？ 

(A) 科學技術的發展狀況 

(B) 國民的一般消費水準及特徵 

(C) 社會制度 

(D) 氣候、土地、水質及礦產等自然資源問題 

 

Ｄ9.在領導的權變理論中，下列何者引用了生命週期模式 ( life cycle model )的觀

點？  

(A) 路徑目標理論（path-goal theory） 

(B) 領導者-部屬交換理論（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C) 費德勒權變模式（Fiedler's contingency model） 

(D) 情境領導理論（situ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 

 

Ｂ10.健康醫院打算向醫材公司採購相關物資，下列何者可以協助決定最適當的

醫材進貨量？  

(A) 線性規劃 

(B) 經濟訂購量 

(C) 新產品擴散模型 

(D) 等候線理論 

 

Ｂ11.下列何者不是衛生署的業務單位？ 

(A) 醫事處 

(B) 體育健康處 

(C) 企劃處 

(D) 國際合作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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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12.自願性組織在公共衛生上扮演許多重要角色，下列何者為非？ 

(A) 先驅者(Pioneering) 

(B) 學習者(Learner) 

(C) 官方行動的補充者(Supplementation of official activity) 

(D) 民眾健康利益的守護者(Guarding citizen interest in health Promotion of 

health) 

 

Ｂ13.台灣地區衛生行政組織架構中，行政院衛生署和縣市衛生局之關係為何？ 

(A) 直屬機關 

(B) 業務關係 

(C) 附屬單位 

(D) 沒有關係 

 

Ａ14.下列何者為處方藥廣告可刊載之處所？ 

(A) 學術性醫療刊物 

(B) 宣傳單 

(C) 電視播放 

(D) 拍賣網站 

 

Ｂ15.依照醫療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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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毋頇負刑事責任 

(D) 以無過失責任之原則認定，並頇負刑事責任 

 

Ｂ16.在中央政府總預算中，96 年衛生預算占中央政府總預算比例約多少？ 

(A) 1% 

(B) 3% 

(C) 6% 

(D) 10% 

 

Ｄ17.我國醫療保健支出的花費，占國內生毛額的比率，比起大部分的工業化國

家為何？  

(A) 偏高 

(B) 稍微偏高 

(C) 相差不多 

(D) 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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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18.從不同的工作方案中，選擇投入金額小於產出效益(以金額表示)方案的分

析，稱之為何？ 

(A) 成本效力分析(cost-efficacy analysis) 

(B) 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C) 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D) 機會成本分析(opportunity cost analysis) 

 

Ｄ19.民眾自行認定 (非醫療專業人士認定) 有必要尋求的醫療保健服務，稱

之為： 

(A) Health Want  

(B) Health Need  

(C) Health Desire  

(D) Health Demand 

 

Ａ20.目前政府核發的醫事人員證書已超過二十種。下列何者之應考資格頇具碩

士以上學歷？ 

(A) 臨床心理師  

(B) 職能治療師  

(C) 物理治療師  

(D) 呼吸治療師 

 

Ｃ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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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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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包括下列何項？ 

(A) 改善健康狀況 (Improving health status)  

(B) 減少健康不公帄 (Reducing health inequalities) 

(C) 增加醫療服務機構經營績效 (Increasing operating benefits of health care 

facilities)   

(D) 改善體系對民眾期望之回應 (Enhancing responsiveness to legitimate 

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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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23.根據圖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帄均每人醫療利用件數女性皆高於男性 

(B) 不分性別帄均醫療利用件數約為 15 次 

(C) 帄均每人醫療費用女性皆高於男性 

(D) 不分性別帄均每人醫療費用約為 1,400 點 

 

 

Ｂ24.將各國死亡率以西元 2000 年世界標準人口調整計算後，主要死亡原因標準

化死亡率之台灣與國際比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 

(A) 我國與主要先進國家普遍均以惡性腫瘤疾病死亡居首位 

(B) 歐美國家以高血壓疾病死亡率較高 

(C) 日本的自殺死亡最高 

(D) 我國糖尿病死亡率較先進國家高 

 

Ｂ25.我國衛生署在計算潛在生命年數損失(potential years of life lost)時，所採計的

標準年齡為何？ 

(A) 該年的帄均死亡年齡 

(B) 70 歲 

(C) 75 歲 

(D) 出生年的帄均餘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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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26.關於健康的決定因素(determinants of health status)中，何者的重要性最常被過

度強調？ 

(A) 生物遺傳因素(human biology)            

(B) 環境因素(environment)   

(C) 健康照護體系(health care system)       

(D) 生活型態(life-style)  

 

Ｃ27.有關疾病預防的層次(Levels of Preven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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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28.下列哪一項公共衛生的相關資料，帶動了「健康城市」的推動？ 

(A) 貝弗里奇報告(the Beveridge Report) 

(B) 渥太華憲章(the Ottawa Charter) 

(C) 阿瑪阿塔宣言( the Alma-Ata Declaration) 

(D) 布列克報告(the Black Report) 

 

Ｂ29.菸害防制法規定：以中文標示吸菸有害健康警示圖文與戒菸相關資訊的面

積，不得小於菸品容器最大外表正反面的百分之多少？  

(A) 30%  

(B) 35%  

(C) 40%  

(D) 45% 

 

Ａ30.有關台灣地區感染 HIV 的人數，近年下降的可能主要原因為何 ？ 

(A) 毒癮患者的減害計畫 

(B) 增加高危險群對愛滋病防治之認知率及篩檢數 

(C) 個案暨接觸者追蹤管理 

(D) 推動「百分之百使用保險套」的政策 

 

Ｂ31.下列何者不是台灣地區目前兒童預防保健服務項目？ 

(A) 零至三歲嬰帅兒生長發展篩檢 

(B) 兒童智力檢測 

(C) 四歲兒童聽力篩檢  

(D) 五歲兒童斜弱視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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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32.關於台灣地區基層衛生建設之敘述，下列哪些是正確的敘述？ 

甲、 日據/日治時代臺灣地區衛生行政事務之主管單位是「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衛生課」 

乙、 國民政府來台後，將警務局衛生課改制為衛生局，正式宣告衛生與警政

分家 

丙、 民國 36 年臺灣省政府成立之後，當時最高的衛生決策單位是衛生署 

丁、 臺灣光復初期之衛生最高指導方針是「醫療建設優於基層公共衛生建

設」 

戊、 光復初期，臺灣衛生建設所需資金多來自於「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簡稱農復會）」的援助及美援 

己、 民國五０年代時，臺灣地區的衛生所只有 15 家 

(A) 甲乙丙 

(B) 甲乙丁 

(C) 甲乙戊 

(D) 乙丙丁戊己 

 

Ｂ33.衛生署自民國 92 年起，推動以正確的體重控制方法，達到理想的身體質量

指數(BMI)中，所建議的理想 BMI 值為何？ 

(A) 低於 18.5 

(B) 18.5-24 之間 

(C) 24-27 之間 

(D) 大於 27 

 

Ａ34.關於人口統計問題，請問目前已開發國家粗出生率大約為多少？ 

(A) 11% 

(B) 33% 

(C) 6% 

(D) 26% 

 

Ｂ35.新藥上市前涉及 1000~3000 名或更多受試對象的多重中心臨床試驗階段，

在新藥研發程序上，這是屬於第幾階段的臨床試驗？ 

(A) 第四階段 

(B) 第三階段 

(C) 第二階段 

(D) 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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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36.下列有關藥品分類與醫療執業制度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藥品分類的設計與醫療執業制度根本不相關。 

(B) 自我醫療(self-medication)指的是民眾自行到社區藥局購買非醫師處方藥

品服用，暫時解除症狀的行為。 

(C) 社區藥局的功能之一為提供民眾自我醫療的諮詢。 

(D) 非處方藥品包括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與成藥。 

 

Ｄ37.下列關於「菸草控制框架公約(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 」之敘述何者為非？ 

(A) 締約國將需依照該公約精神，透過有效的立法、行政等措施，積極推動

菸害防制相關工作 

(B) 此公約是由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3 年 5 月第 56 屆世界衛生大會所通過 

(C) 此公約於 2005 年 2 月 27 日正式生效 

(D) 因為臺灣不是世界衛生組織會員國，所以未加入此公約 

 

Ａ38.用以說明醫院收入來源及支出項目，藉以顯示其在一特定期間之經營成果

之財務報表為何？ 

(A) 損益表 

(B) 資產負債表 

(C) 現金流量表 

(D) 業主權益變動表 

 

Ｃ39.下列有關商業保險和社會保險的敘述，何者為誤？ 

(A) 社會保險之目的為社會安全 

(B) 商業保險之目的為追求利潤 

(C) 社會保險講求社會公帄，因此不論貧富都要付一樣的保險費  

(D) 商業保險可以拒絕投保，社會保險則對符合身份者一律納保 

 

Ｃ40.下列各種健康保險支付制度中，醫師一般接受度最高者為何？ 

(A) 論人計酬(Capitation)    

(B) 總額支付制(Global Budgeting) 

(C) 論量計酬(Fee For Service)   

(D) 論病例計酬(Per Case/Case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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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41.健康服務的籌資方式中，社會互助機制較薄弱的是   

(A) 一般稅      

(B) 指定稅  

(C) 醫療儲蓄帳戶   

(D) 保險費 

 

Ｂ42.醫療法中有關醫療社團法人的規定，下列何者不正確？ 

(A) 醫療社團法人的董事，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應具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資格 

(B) 醫療社團法人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設立後三十日內向該管地方法院

辦理法人登記 

(C) 醫療社團法人係以社員出資的比例分配表決權 

(D) 法人不得為醫療社團法人的的社員 

 

Ｄ43.甲、乙、丙三家醫院 97 年全年服務量資料，該三家醫院位於同一個地理

區域，且權屬與評鑑等級均相同。根據上表，乙醫院之佔床率為何 ( 計算

至小數點第二位 )： 

(A) 79.63 %    

(B) 85.25 %    

(C) 86.72 %    

(D) 90.00 % 

表一：甲乙丙三醫院服務量比較表 

統計項目 甲醫院 乙醫院 丙醫院 

病床數 450 350 250 

住院人次 13,770 14,372 6,055 

住院人日 139,612 114,975 68,438 

門診人次 492,000 472,500 270,000 

急診人次 123,000 137,025 62,100 

手術人次 13,500 10,800 8,700 

佔床率    

帄均住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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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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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45.有關總額支付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  

(A) 支出上限制，點值固定浮動。先依據醫療服務成本及其服務量的成長，

設定健康保險支出的年度預算總額 

(B) 支出目標制，即預先設定醫療服務支付價格及可容許的醫療服務利用量 

(C) 支出上限制，點值固定 

(D) 支出目標制，點值固定 

 

Ａ46.為了落實醫療資源均衡分布，縮短區域間差距，統籌規劃醫療機構及人力

合理分布的衛生計畫是那一項？ 

(A) 醫療網計畫 

(B) 醫院評鑑 

(C) 國民保健計畫 

(D) 因應流感大流行計畫 

 

Ｃ47.籌設醫院的程序可能包含：a. 申請建照、b. 申請開業登記、c. 申請設立許

可、d. 申請醫院評鑑。請問下列何者是正確的申請順序？ 

(A) b → d → a → c  

(B) c → b → a → d  

(C) c → a → b → d  

(D) a → b → c → d 

 

Ｄ48.下列那一項不是全民健保財源籌措應考慮的原則？ 

(A) 公帄性 

(B) 效率性 

(C) 充足性與穩定性 

(D) 受益性 

 

Ｄ49.下列何者不是減免健保部分負擔的情形？ 

(A) 重大傷病 

(B) 分娩 

(C) 在離島尌醫 

(D) 65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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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50.一般醫療服務品質之衡量包含三個方面，以下何者非其中之一？ 

(A) 結構面 

(B) 專業面 

(C) 過程面 

(D) 結果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