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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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世界衛生組織於 2013 年召開第 8 屆健康促進全球會議中提出「Health in All Policies
（HiAP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請說明此概念之意義及其六大重要內涵，以及以

國內推動菸害防制為例說明並評論之。（25 分） 

二、全民健保與長期照護共同照顧長者之健康需求，請論述目前上述政策面臨那些問

題，以及政府應如何介入。（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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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我國衛生福利服務各群體人口占總人口比率的敘述，何者錯誤？ 

 104 年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 12.5%  104 年 14 歲以下人口占總人口 13.6% 

 104 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占總人口 8.3%  104 年身心障礙人口占總人口 4.9% 

2 下列有關我國國人死因統計的敘述，何者錯誤？ 

 105 年十大死因死亡率女性高於男性  

 105 年國人癌症死亡占總死亡人數之 27.7% 

 105 年國人前三大癌症死因為肺癌、肝癌和結腸直腸癌 

 105 年 1~17 歲第一死因為事故傷害 

3 下列有關我國管制藥品分級的敘述，何者錯誤？ 

海洛因為第一級管制藥品 美沙冬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安非他命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巴比妥為第四級管制藥品 

4 下列有關結核病的敘述，何者錯誤？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為我國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大多數人受到結核桿菌感染後會因自身的免疫力而未發病 

我國推動潛伏結核全都治計畫適用全年齡層接觸者 

我國結核病個案以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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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列何者不屬於我國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登革熱 梅毒 麻疹 傷寒 

6 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擴大服務對象，不包括下列何者？ 

 50 歲以上輕度失智症者  50 歲以上重大傷病者 

 55 歲至 64 歲失能平地原住民  49 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 

7 我國目前提供四項癌症篩檢，104 年篩檢比率最低項目為何？ 

 30~69 歲婦女三年內曾做子宮頸抹片篩檢比率 

 45~69 歲婦女兩年內曾做乳房 X 光攝影篩檢比率 

 30 歲以上嚼檳榔或吸菸民眾兩年內曾做口腔癌篩檢比率 

 50~69 歲民眾兩年內曾做糞便潛血檢查比率 

8 我國當前全民健康保險一般保險費費率與補充保險費費率為何？ 

一般保險費費率 5.17%，補充保險費費率 2% 一般保險費費率 4.91%，補充保險費費率 2% 

一般保險費費率 4.69%，補充保險費費率 1.91% 一般保險費費率 4.55%，補充保險費費率 1.91% 

9 下列衛生福利部單位，何者負責家庭暴力防治？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保護服務司 社會及家庭署 國民健康署 

10 下列有關我國當前所提供的預防保健服務，何者錯誤？ 

提供 7 歲以下兒童預防保健服務 提供 40~64 歲民眾每 3 年 1 次預防保健服務 

提供 55 歲以上原住民每 2 年 1 次預防保健服務 提供 65 歲以上民眾每年 1 次預防保健服務 

11 下列有關我國人口資料的敘述，何者錯誤？ 

 104 年底女性人口略高於男性 自然增加率呈逐年下降趨勢 

扶養比呈逐年上升趨勢  出生性別比數值高胎次大於低胎次 

12 下列有關我國推動「四章一 Q」政策保障學校午餐食材衛生安全，何者錯誤？ 

選用 CAS 臺灣有機農產品 選用 CAS 臺灣優良農產品 

選用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 選用進口農產品生產追溯 QR code 

13 下列有關我國推動分級醫療實施門診與急診部分負擔新制敘述，何者錯誤？ 

鼓勵民眾有病先找厝邊好醫師看診，必要時可轉介至大醫院就醫 

經轉診至醫學中心門診的部分負擔費用調降為 170 元 

經轉診至區域醫院門診的部分負擔費用調降為 100 元 

未經轉診至醫學中心看病，門診部分負擔費用調高為 5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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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國 104 年長期照顧服務項目服務人數前三名，不包括下列那一個項目？ 

交通接送 居家服務 老人餐飲服務 喘息服務 

15 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慢性病疾病四項主要危險因子，不包括下列何者？ 

吸菸 飲酒 嚼檳榔 身體不活動 

16 下列有關我國藥品分級敘述，何者錯誤？ 

我國藥品分為三級  抗生素需要有處方箋藥局才可販售 

甲類成藥在一般雜貨店可販售 指示藥在有藥商許可證商店可販售 

17 學校護理人員執行傷口處理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護理人員依據《護理人員法》及《緊急醫療救護法》相關規定，對於校內師生發生意外事故傷害時，

依其專業評估給予護理措施或傷口簡易處理 

傷病學生（童）如有需協助服藥、換藥或注射針劑之情形，不可將藥品帶至學校請校護協助 

校園內發生意外事故傷害，經由護理人員之專業評估給予即時之護理措施或傷口簡易處理，避免進一步

損害健康 

護理人員經專業判斷，認為該傷病者應優先經醫師診治，則應請傷病者儘速前往醫療機構處理 

18 1986 年 WHO 在加拿大渥太華召開的第一屆國際健康促進大會上通過了渥太華宣言，其中包括健康促進

的基本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健康政策宣導落實，創造有利環境，強化社區行動，發展個人技能，重新調整衛生服務 

健康政策宣導落實，創造有利環境，強化個人行動，發展個人技能，重新調整衛生服務 

健康政策宣導落實，創造有利環境，強化社區行動，發展團體技能，重新調整衛生服務 

健康政策宣導落實，創造有利環境，強化社區行動，發展個人技能，重新調整衛生機關 

19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 105 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最接近多少億元臺幣？ 

 146~155  156~165  166~175  176~185 

20 以下描述臺灣健康存摺（My Health Bank）何者正確？ 

提供病患儲存健保點數  提供機構存取健保點數 

提供病患電子病歷紀錄  提供機構電子病歷紀錄 

21 依據 106 年 3 月 1 日健保醫字第 1060032768 號公告修訂居家醫療整合計畫，下列何者錯誤？ 

一般居家照護、呼吸居家照護、安寧居家療護及居家醫療試辦計畫 4 項服務，由長照保險支付 

鼓勵院所組成整合性照護團隊，強化醫療照護資源連結轉介，提供以病人為中心之整合照護 

包含一般居家照護、呼吸居家照護、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安寧居家療護、居家精神復健、到

宅牙醫醫療服務 

含括「居家醫療」、「重度居家醫療」及「安寧療護」三照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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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臺灣健康雲整體計畫分別由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資訊處、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衛福部所屬機關中央健康保險署、國民健康署及疾病管制署主導，透過健康資通訊

基礎建設及雲端化概念之運用，建立即時、便利的個人健康管理系統，以資訊安全及保護個人資料為前

提研擬健康資料回歸民眾之整合及應用，進一步提供醫療院所、衛生機構、健康服務提供者等互相合作，

同時透過資通訊科技，推動雲端健康服務，促進臺灣醫療資訊科技發展，提升民眾整體健康，建構國人

無所不在的健康環境，使得全國國民透過上述整合性運用來提高醫療健康水平。尚未包含下列何者？ 

「醫療雲」、「照護雲」、「保健雲」及「防疫雲」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健康存摺、推動電子病歷、健康妙管家、遠距健康照護系統 

跨院所檢驗檢查報告雲端自動監測及分析平台、運用醫院出院病摘視覺化與自動化疾病分類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進行傳染通報、實驗室傳染病自動通報系統暨跨院所實驗室資料雲端交換平台 

23 健康照護透過雲端科技，健康保險署陸續推動雲端藥歷與健康存摺，確實能夠幫助民眾掌握自身健康情

形，提升民眾用藥安全與節省醫療費用，以提供「檢驗（查）結果」資料為例，原本民眾需要回診看取

結果報告，或是由醫療院所以簡訊等方式通知結果，如果有健康存摺，民眾透過健康存摺系統可查閱自

身之檢驗（查）結果，而不必再回門診聽取報告，亦可節省相關的醫療費用；再者，以 104 年推動「雲

端藥歷」為例，併同例行審查與推動門診整合照護等之綜效，可減少多少藥費支出？ 

 104 億元  1040 萬元  140 億元  1400 萬元 

24 國民健康署說明電子菸，下列何者錯誤？ 

大多數電子菸根據食品藥物檢驗署檢驗結果，其尼古丁之檢出率為 88.1% 

電子菸並非合法藥物 

海關禁止電子菸及相關產品進入國內 

電子菸以菸害防制法管理 

25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於民國 106 年 6 月說明長照預算、長照前瞻基礎建設及家庭照顧者喘息服

務，下列何者錯誤？ 

現行長照基金來源包括遺贈稅、菸稅調增之稅課收入、政府預算撥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等，每年預估

遺贈稅、菸稅調增之稅課收入約可達 300 億元 

為充實普及社區長照服務資源，增進長照服務提供單位分布之密度，衛生福利部積極爭取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經費將閒置空間轉型設置長照服務使用，將投入 84 億元，整建長照 ABC 據點 

為維護外籍看護工休假的權益，並考量受照顧者的生活品質及其家庭所需之暫代照顧服務，提供喘息

服務，並依據失能程度給予 14 天至 21 天之喘息服務 

為協助照顧失能民眾的家庭照顧者得以獲得必要休息與支持，長照 2.0 持續針對家庭照顧者提供喘息服

務，並依據失能程度給予 14 天至 21 天之喘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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