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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公職護理師 

科 目：行政法、衛生行政及其相關法規 

呂晟、魯葦老師 

 

一、甲缴驗外國○○大學護理系學士畢業證書，106 年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藥事職系藥事科

考試及格證書等文件，向考選部申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護理師類科

全部科目免試，經考選部醫事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 109 年 6 月 11 日第 40 次會議審議結果，

認定甲就讀之外國大學不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且甲缴驗之考試及格證書，非屬専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下稱「醫事人員考試規則」)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因此以

A 函退件。試問:（每小題 15 分，共 30 分）  

醫事人員考試規則屬於何種性質之行政法法源?此類法源制訂時，應特別注意必須合乎何種

行政法原則？（15 分） 

考選部之 A 函為何種行政行為？（15 分） 

參考法條： 

専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11條第 1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各種高等考試、普通考試之

考試規則，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 

第 1 條:「本規則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8 條第 1 項、第 2 項:「中華民國國民具有附表一醫事檢驗師、護理師、助產師類科應考資

格第一款及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類科應考資格，並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

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公職醫事人員各類科及格者，得申請該類科全部科目免試。」 

「前項申請案件之審議，由考選部設醫事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辦理。審議結果，由考選部核

定，並報請考試院備查。」 

附表一護理師應考資格:「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

專科以上學校護理、護理助產、助產科、系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

者。」 

【擬答】 

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等，茲分述如下： 

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

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故若行政機關所制定之抽象規範，乃係本於法

律「授權」所為，且「對外」對不特定人民發生規範效力者，即屬法規命令之性質。 

11 條第 1 項之授權所制定，此可參該規則第 1 條即有明文規定，又該考試規則之內容，

對於有志報考醫事人員之不特定多數人民者，均影響渠等權利義務至為明確，故符合前

開規定之法律「授權」與「對外」對不特定人民產生規範效力之特徵，即屬法規命令之

性質無疑。 

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

神。」、「行政機關擬訂法規命令時，除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者外，應於

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載明下列事項︰一、訂定機關之名稱，其依法應由數機關會同

訂定者，各該機關名稱。二、訂定之依據。三、草案全文或其主要內容。四、任何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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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定期間內向指定機關陳述意見之意旨。行政機關除為前項之公告外，並得以適當之

方法，將公告內容廣泛周知。」、「法規命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一、牴觸憲

法、法律或上級機關之命令者。二、無法律之授權而剝奪或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者。

三、其訂定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而未經核准者。」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2 項、第

154 條及第 158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此即授權明確性原則、法律保留原則、正當法律

程序原則等之展現，故於制定法規命令時，行政機關尤應注意遵守。 

明列其授權之依據(行政行為內容明確性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之要求)，並於適當時期

公告草案之全文與主要內容，表明任何人均得陳述與提供意見之意旨(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且不得有牴觸上位規範或逾越法律授權而剝奪或限制人民自由及權利之情形(法律

優位原則、法律保留原則)。 

A 函退回甲申請免試之行為，實即以 A 函駁回甲之申請，A 函為行政處分之性質，

理由如下： 

按「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

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故若

一行政行為具有 公權力行為、 行政機關之行為、 法效性、 外部性、 個別性及

單方性之六項要素時，即可認屬於行政處分之性質。 

公法法規而拒絕甲之申請，即屬公權力行為；又 A 函拒絕甲申請免試，自對甲受憲法第

18 條保障之應考試權造成影響，且 A 函係對甲發出而非停留於機關之內部，對象亦係針

對甲此一特定人為之，效力亦屬一次完結而非反覆發生，具法效性、外部性及個別性；

此外，A 函之拒絕甲免試之內容，亦係由考選部單方面所形成與決定，甲並無從置喙，

亦具單方性。總此，A 函具備前開規定之六大要素，即屬行政處分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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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說明衛生福利部負責衛生行政之業務單位及職掌。（10 分） 

【擬答】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 

第 2 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衛生福利政策、法令、資源之規劃、管理、監督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管制考核、

政策宣導、科技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顧（護）財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生育及托育照護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四、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資源運用與社區發展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五、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六、醫事人員、醫事機構、醫事團體與全國醫療網、緊急醫療業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督

導。 

七、護理及長期照顧（護）服務、早期療育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八、原住民族及離島居民醫療、健康照顧（護）、醫護人力培育、疾病防治之政策與法令

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九、心理健康及精神疾病防治相關政策與物質成癮防治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十、中醫藥發展、民俗調理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十一、所屬中醫藥研究、醫療機構與社會福利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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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口腔健康及醫療照護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 

十三、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三、請說明衛生計畫評價的擬定步驟，並以周產期高風險孕產婦（兒）追蹤關懷計畫為例說明之。

（25 分） 

【擬答】 

 

監測計畫的整個執行過程，依計畫期程及目標，重新檢視過程安排及參與者滿意度或評價，

從參與者、專業人員或其他利益相關人的觀點，分析整體推動流程的各項促進或抑制因素，

包括計畫的達成度、接受度、完整性及推動品質。 

以周產期高風險孕產婦關懷計畫為例： 

補助全國縣市衛生局並結合產檢院所，推行辦理周產期照護講座、母性健康宣導說明會等，

針對具健康風險因子（如：菸/酒、多胞胎、確診為妊娠高血壓、確診為妊娠糖尿病、藥物

濫用及心理衛生問題）、社會經濟危險因子（如：未滿 20 歲、低收、中低收入戶、受家暴

未經產檢個案）或母親孕期全程未做產檢個案之新生兒。提供自孕期至產後 6 周/6 個月之

衛教及追蹤關懷，出席率超過 5 成及滿意度超過 80%。 

 

通常在計畫結束或結束不久後調查，該計畫所推動的各項策略對員工的知識態度或行為上

有正增強的變化，衡量預先設定的目標是否實現。 

辦理周產期照護講座活動： 

80%表示能按時做產前檢查。 

81%表示能認識早產預兆。 

80%表示能做好孕期保健。 

82%表示能辨識危險妊娠。 

80%表示能知道產兆來臨。 

85%表示不抽菸與喝酒、不吸入二手菸、不亂服用藥物、不使用毒品、不選時刻剖腹產，

共同照護母嬰健康。 

80%表示願意再參加下一次講座。 

86%表示對自身健康有幫助。 

 

在計畫結束後的ㄧ段時間才執行，可能是 1 個月、3 個月、6 個月之後才調查，瞭解員工的

健康及生活品質，是否因計畫的影響而提升。 

推動周產期高風險孕產婦關懷計畫： 

95%-100%。 

(兒)人數年度關懷追蹤服務滿意度 95%-100%。 

: 

100%。 

衛教提供率達 100%。 

(兒)轉介成功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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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全民健康覆蓋（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的願景，並呼籲各國雖然因為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而受到挫折，但仍應該能採取行動，加速推展全民健

康覆蓋，或保持以取得的相關進展。請說明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各國可以採取的全民健康覆蓋

行動有那些？（15 分） 

【擬答】 

全民健康覆蓋指所有個體和社區都能獲得所需的衛生服務，而不會陷入經濟困境，它涵蓋全

方位高質量的基本衛生服務，從健康促進到預防、治療、康復和姑息治療。 

全民健康覆蓋有三個目標：讓所有人享有健康服務、讓健康服務的品質盡可能提高、讓需要

健康服務者的財務風險盡可能降低。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各國可以採取的全民健康覆蓋行動為： 

，強而有力的籌資結構為關鍵所在，當人們不得不自費支付大部

分衛生服務費用時，窮人往往無法獲得所需的多種服務，即便是富人也可能在遭遇重病或

久病時陷入經濟困境，通過強制籌資方法（如政府稅收）統籌的資金就可在全體人口中分

擔疾病財務風險。 

蓋面和健康結果取決於衛生和保健工作者的可獲得性、可及性，提供以人

為本的高質量綜合保健。COVID-19 大流行地證明了衛生和保健人力擴充的重要性，為了

滿足持續發展目標和全民健康覆蓋目標對衛生人力的需求，至 2030 年，約需增加 1800 多

萬衛生工作者，衛生工作者的供需缺口主要集中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對衛生工作者

的需求，預計到 2030 年全球經濟將增加約 4000 萬個衛生部門工作崗位，因此，公共和私

營部門都需要優先對其教育和就業進行籌備。 

，現階段須

改變服務提供方式，對各種服務進行整合，並著重社區民眾的需要，包括調整衛生服務方

向，確保在適當的環境中提供護理服務，並兼顧門診和住院護理服務，加強護理組織間的

溝通與協調，提供社區民眾所需要的衛生服務，包括傳統醫學和補充醫學服務，增強衛生

服務和衛生系統發揮更大的能力。 

 

實現全民健康覆蓋需要採取多種方法，初級衛生保健策略著重於加強衛生保健系統，使民

眾能夠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喜好，在日常環境中獲得衛生服務和福利。初級衛生保健包括全

面的綜合衛生服務，含初級保健以及衛生政策，以及加強個人、家庭和社區民眾參與衛生

服務，使提高自我照護之能力。 

： 

各國需要迅速擴大對基本公共衛生職能的擴充，這些核心公共衛生職能包括採取集體行動，

且須由政府提供資金，降低發生市場失靈的風險，以及政策制定，使個人和家庭能夠更好

地管理自身健康（風險溝通）及社區網絡、信息系統、數據分析和監測、實驗室檢測能力、

健康行為的監測以及公共衛生相關機構與政策規劃等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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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避免 COVID-19 冠狀病毒社區感染風險，衛生福利部訂定「因應指引：社交距離注意事

項」，分二階段鼓勵社會大眾保持社交禮貌或強制保持社交距離，並明列大眾社會禮儀規範。 

（9 分） 

4 分） 

7 分） 

【擬答】 

為降低社區感染風險，指揮中心制定「社交距離注意事項」，在兼顧民合理權益，並顧及

國內防疫安全等雙重前提下，分階段鼓勵社會大眾保持社交禮貌或強制保持社交距離。 

第一階段是柔性勸說，建議民眾避免出席展覽會、體育競賽、演唱會等近距離接觸之社交

活動，也應避免進入與維生無關之娛樂等性質之場所。並建議人與人之間，在室內應保持

1.5 公尺、室外保持 1 公尺之距離，若雙方正確佩戴口罩，則可豁免社交距離，但處於擁擠、

密閉之場所仍應佩戴口罩。有較高機率近距離接觸，無法有效維持 1.5 公尺社交距離的場

所，則業主應停止營業。 

是娛樂活動，均在禁止之列。必要性活動亦須維持室內 1.5公尺、室外 1公尺之社交距離。

與他人間若雙方均正確佩戴口罩，仍應保持至少 1 公尺之距離。 

該注意事項分別就餐廳、校園或辦公室、大眾運輸、賣場或其他營業場所、排隊人龍、特

殊機構(如長照機構、監獄等)及其他特定場所等情境，提供維持社交距離之個別規範。請

民眾在防疫期間，務必遵守相關規範，以降低社區感染與傳播的機會，保護自己也保護他

人。 

 

 

 

1.5 至 2 公尺的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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