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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衛生行政 

科    目：衛生行政學概要 

甲、申論題(50 分) 

一、請由照顧需求者、評估者及服務提供者說明現行長期照顧服務作業流程（10 分），另說明何

謂長照 ABC？（1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我國整體人口結構快速趨向高齡化，使得長期照顧需求人數也同步增加，建立以社區

為基礎之長照服務體系，行政院於 105 年 12 月核定《長照十年計畫 2.0》，並自 106 年 1 月起實

施長照 2.0，以回應高齡化社會的長照問題。 

命中特區：3A p.34、p.58~59 

【擬答】： 

照顧需求者可親自洽詢當地照管中心、撥打長照服務專線 1966 或由醫院出院準備服務轉介所

在地之照管中心，由照管專員到宅評估確認照顧需求者之失能等級與照顧問題清單，給予長

照使用額度。照顧需求者與個案管理員討論需要的照顧服務項目、內容及時段後，依照身分

別、失能等級負擔部分費用，即可取得長照服務，並因應個案需求變化可與服務提供者討論

調整服務內容。 

長照 ABC 以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級）、複合型日間服務中心（B 級）及巷弄長照站

（C 級）等服務中心為定點，由 A 級依該區域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研擬 

之照顧計畫進行協調連結照顧服務資源，提升區域服務能量，開創當地需要但尚未發展的各

項長期照顧服務項目及資訊提供與宣導；B 級以提升社區服務量能，促使民眾獲得多元服務

為目標；C 級提供具近便性的照顧服務及喘息服務，並向前延伸強化社區初級預防功能。 

 

二、毒品的危害已引起世界各國重視，試說明我國目前藥物濫用的防制策略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新興毒品的種類日趨多元，藥物濫用型態日新月異，除了影響個人的健康與生命外，

亦延伸出許多犯罪行為。2017 年政府提出新世代反毒策略與行動綱領，過往的藥物濫用策略，多

半著重於非法藥物。 

命中特區：3A p.90~91 

【擬答】： 

以發展可近、多元及有效之成癮防治服務為目標，四大策略詳述如下： 

倡議藥、酒癮疾病概念，提升成癮防治意識 

推廣藥、酒癮問題之篩檢，踐行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編製藥、酒癮防治宣導素材，透過多元

宣導方式提升對成癮疾病之認識；辦理藥、酒癮相關議題之講座或研討會，加強網絡人員對

藥、酒癮問題之共識。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網絡與處遇服務管理機制 

擴充藥、酒癮治療及處遇機構或中途之家量能；研擬或修訂相關法規，強化及建立相關處遇

及機構管理機制；召開跨部會及跨領域專家會議，強化服務網絡之整合；建立合理藥、酒癮

戒癮醫療補助制度，促進成癮醫療之發展。 

發展多元藥、酒癮治療及處遇模式，提升服務品質與成效 

精進及提升現行藥、癮治療費用補助計畫利用率；推動跨部會藥、酒癮防治整合方案，提升

藥、酒癮處遇效益；提升藥、酒癮醫療服務及復健處遇品質，並強化服務連續性與完整性；

發展多元藥、酒癮治療及心理社會復健服務模式或方案；建立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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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機制，提升講習成效。 

強化臨床與學術研究，建立成癮防治政策之實證基礎 

建立藥、酒癮及其相關共病之流行病學資料，掌握成癮問題圖像；鼓勵成癮防治之學術及臨

床研究，並將結果轉譯為政策；發展成癮治療指引或處置建議，確保成癮服務品質；監測過

度使用網路或網路成癮趨勢，適時推動相關防治作為。 

 

乙、選擇題(50分) 

  瘧疾根除、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成立、醫療網計畫第一期開始實施以及教學醫院評

鑑，以上皆是我國公共衛生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請依據實際發生時間的先後順序，挑選

出正確的選項： 

瘧疾根除→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成立→醫療網計畫第一期開始實施→教學醫院評

鑑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成立→醫療網計畫第一期開始實施→瘧疾根除→教學醫院評

鑑 

醫療網計畫第一期開始實施→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成立→教學醫院評鑑→瘧疾根

除 

瘧疾根除→教學醫院評鑑→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成立→醫療網計畫第一期開始實

施 

  有關我國中央衛生行政組織的架構與權責之相關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衛生福利部設有 9 司 6 處，有關災害防救措施推動及督導事項等由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負責 

有關原住民族地區醫事人力與服務體系之發展及推動由醫事司負責 

目前國人自殺防治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訂由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負責 

衛生福利部所屬社會及家庭署為三級機關，負責規劃與執行老人、身心障礙者、婦

女、兒童及少年福利事項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為了加強全國食品安全事務之協調、監督、推動及查緝，政

府應設食品安全會報，至少每三個月開會一次，以協調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及管理措施，

建立食品安全衛生之預警及稽核制度。請問依據該法，食品安全會報的召集人是下列那

一個選項？ 

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 衛生福利部部長 

行政院副院長  行政院院長 

  我國在 2020 年 6 月 3 日公布施行公共衛生師法，這是亞洲第一部相關法律，在該法中公

共衛生師的業務範圍，下列何者錯誤？ 

社區與場域之環境健康風險及方案之規劃、推動或評估 

社區與場域之疫病調查及防治方案之規劃、推動或評估 

社區與場域之環境衛生狀態調查及環境健康方案之規劃、推動或評估 

社區與場域之食品安全風險調查及品質管理方案之規劃、推動或評估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所公布的資訊，有關我國 2018 年相關的衛生指標概況下列何者正

確？ 

急性一般病床占床率為 68.6% 

十年來女性標準化死亡率以惡性腫瘤升幅最大 

政府部門為國民醫療保健支出最主要之資金來源 

健康保險西醫門診的統計，男性就診率高於女性，平均醫療費用女性大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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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那一個健康指標，我國與 OECD 國家的中位數相比，我國的統計數值高於 OECD 

國家的中位數？ 

0 歲平均餘命 嬰兒死亡率 醫療保健支出占 GDP 比重 總生育率 

  WHO 自 1986 年推動健康城市的發展運動，我國亦自 2003 年有臺南市推動第一個健康

城市計畫，至今已有不少城市跟進並通過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署支持的健康城市聯

盟之認證標準而成為健康城市，成為聯盟成員與國際健康城市的運動接軌，並定期參加

聯盟為城市交流舉辦的研討會。有關健康城市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健康城市推動與應用健康促進五大行動綱領息息相關，而評估監測健康城市推動的過

程與成果，WHO 訂有兩類量化指標，分別為健康類指標與社經類指標 

發展健康城市，WHO 建議 20 個步驟並分別於開始期、組織期與行動期三個階段實施

之。而組織核心團隊、了解城市現況與市民需求，屬組織期的步驟 

一個城市欲推動健康城市應建立 WHO 建議的指標，利用該套指標衡量、監測城市變

化。WHO 提出具體的健康類指標包括死因統計、低出生體重比率、空氣污染指標等 

手各縣市推動健康城市及高齡友善城市，102 年臺灣 22 縣市全面推動，成為推動高齡

友善城市涵蓋率最高的國家 

  下列那一個選項不是行政行為中「比例原則」的參考內涵？ 

適當性 必要性 衡平性 明確性 

  我國目前人口老化指數最高的直轄市，是下列那一個選項？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高雄市 

  下列敘述那一個選項不是論人計酬支付制度的優點？ 

提升宏觀的效率 就醫選擇自主性高 

保險行政作業簡化 有利於預防保健的推行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所公告的「每日飲食指南手冊」，下列何者正確？ 

水果類 2～4 份  全榖雜糧類 2～4.5 碗 

豆魚蛋肉類 3～6 份 蔬菜類 4～6 份 

  有關我國徵收菸品健康福利捐的相關內容之敘述何者正確？ 

菸品健康福利捐由菸酒稅稽徵機關代徵之 

根據菸害防制法徵收健康福利捐，每兩年由衛生福利部評估是否有必要調整，目前紙

菸以每千支新臺幣一千元計算 

徵收金額如經評估有調高之必要時，應報請行政院審查通過始得實施 

我國 108 年徵得之健康福利捐分配在癌症防治、中央與地方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的工

作上，比例為最大占有五成 

  因應 2020 年的 COVID-19 疫情，我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一級開設的組織架構設

計，係以三大範疇下設 10 個執行分組進行各項防疫作為，請問下列那一個選項不在三大

範疇之中？ 

情報 作戰 善後 後勤 

  2019 年 12 月以來，由中國武漢市發現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起了 COVID-19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肺炎恐慌的疫病，我國將其歸為第幾類法定傳染病？ 

第一類 第三類 第五類 其他類 

  世界衛生組織（WHO）近年來為能積極地防止疾病於國際間散播，制定國際衛生條例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簡稱 IHR），做為協調各國採取面對國際關切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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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緊急事件一致策略之重要準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國自 2007 年起配合 WHO 實施 IHR ，經過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努力，已成為有

IHR 締約的國家 

根據 IHR 條例各國均應有一聯絡單位，我國聯絡單位名稱為 National Focal Point ，簡

稱 NFP ，隸屬衛生福利部 

我國目前可與 WHO 總部的 IHR 聯絡單位進行直接聯繫 

世界衛生組織先前未將我國 NFP 相關資訊列入 IHR 官網，致 106 年 10 月誤將我國

籍旅客為結核病患同班機接觸者之資訊通報至中國，造成 107 年年初結核病亞洲疫

情恐慌，由於前車之鑑，目前已將我國 IHR NFP 列入官網 

  根據藥事法的相關規定，請問下列那一項不包含在「新藥」的定義範圍？ 

新成分 新療效複方 新使用途徑 新生產技術 

  病毒性肝炎的流行為世界衛生組織重視的公共衛生議題，肝炎為我國國病，近期衛生福

利部更積極強化對此病的防治，下列何者正確？ 

 C 型肝炎是國內病毒性肝炎第一號敵人，其感染人數目前已超出 B 型肝炎 

為消除 C 型肝炎，我國配合 WHO 的宣示，將 2030 年訂為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標年 

為強化國人 C 型肝炎防治工作，於 2016 年 12 月於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下特設國家

消除 C 型肝炎辦公室負責相關事務，並完成消除 C 型肝炎政策綱領白皮書以為政策

參考之依據 

為儘早達成國內 C 型肝炎消除的目標，衛生福利部透過全面開放 C 型肝炎治療之用

藥條件，鼓勵所有 C 型肝炎病人接受 C 型肝炎口服藥物治療，期使 C 型肝炎病人減

少 80%以上 

  甲乙二醫院位於同一醫療區域，規模同為二百張病床，假設其醫療技術、品質與病例組

合皆相同，甲醫院每年出院人次 7,300，占床率 75%，而乙醫院病患平均住院日數為 10

天且病床周轉率為 18.25 次。請問甲醫院之病患住院平均日數是下列那一個選項？ 

5 6.5 7.5 10  

  承上題，請問乙醫院之占床率是下列那一個選項？ 

80% 75% 60% 50% 

  某保健中心並非醫療機構，卻進行醫療廣告招攬客人，經檢舉被衛生局依據醫療法第 84

條與第 104 條之規定處以新臺幣 15 萬元之罰鍰，請問這項處罰的性質屬於下列那一個

選項？ 

行政制裁 民事制裁 刑事制裁 經濟制裁 

  有關我國推動流感疫苗接種計畫的相關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09 年施打公費流感疫苗對象並未包括大學生及未在校學習的學生 

族群完成率偏低，調整暫緩非高風險族群之施打，並排列接種對象之優先順序，此可

視為實施衛生計畫過程評價之回饋結果 

推動施打公費流感疫苗主要針對老人與幼兒兩類高風險族群，如兩類族群施打率高出

25% ，則會大幅降低流感死亡率 

應用流行病學分析我國過去的資料，疫苗施打涵蓋率達 20%定可降低全國流感之傳播

速度 

  為維護國人健康，我國推動各項衛生計畫，在衛生資源（如人力與經費預算）有限下，

計畫評價則成為政府作為擬訂、執行、監控、管理、修訂計畫等相關決策之參考。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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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衛生計畫評價，評價的結果必須要能回答幾個重要問題，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計畫被實施的目標族群之接受度 

計畫欲解決的衛生問題其涉及的人數與地區範圍、緊急程度、造成後果的嚴重度等 

計畫的革新性例如創新實施方式，且有利於提高計畫的效率 

計畫推行的適切性包括推行時間，目標族群的人口特性 

  有關我國人口與生命統計的資料，下列何者有誤？ 

我國目前人口金字塔呈現底部窄、腰部寬之燈籠型，顯示幼年及老年人口較少而青壯

人口較多之結構分布 

108 年國人的平均餘命為 80.9 歲，男性 77.7 歲、女性 84.2 歲 

經內政部統計處以簡易生命表分析，如排除癌症死因，108 年國人平均餘命可提高近 6

歲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推估，2020 年後粗死亡率將大於粗出生率，人口轉為負成長 

  有關我國執行藥事管理相關規範工作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我國為新冠肺炎的防疫，組成口罩國家隊生產並透過指定通路與實名制提供民眾購買

使用，因國家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屬特殊狀況，國家隊廠商可免除須獲許可證始得製造

之規範 

中，女性使用的無香味衛生棉塞或民眾使用的軟式隱形眼鏡皆屬於低風險程度之產

品，因此產品上市前皆不須於國內經過臨床試驗的階段 

自 1998 年實施藥品優良製造規範準則即 GMP 制度，藥廠家數雖有減少趨勢，然而我

國製藥品質隨之提升。2003 年加入 PIC/S 組織成為會員已促達國內製藥工業與國際接

軌之目標，為確保消費者用藥品質與安全，衛生單位會針對通過 PIC/S GMP 藥廠每

2~3 年定期查核之 

物時檢視藥品包裝上是否有清楚標示廠商名稱及地址、品名及許可證字號、藥品分級

類別、製造日期或批號的資訊，如有則可安心購藥 

  社會變遷改變社會健康影響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對健康之影響顯而易

見。下列敘述是有關我國社會變遷的部分指標，請問那一個發展趨勢的敘述是錯誤的？

家戶平均人數下降 所得分配的吉尼係數長期而言，緩步下降 

扶養比未來會持續上升 粗死亡率逐年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