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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1-4 章 

【概論、衛生行政組織、健康與疾病、衛生教育】 

（ ）1. 依照醫療網醫療分層作業制度的規劃，下列何者屬鄉鎮層級之第一線醫療保

健？ 

(A) 區域醫院 (B) 地區醫院 (C) 開業醫師 (D) 衛生室 

（ ）2. 以下何者為台灣地區基層保健醫療服務體系運作時的重心？ 

(A) 縣市衛生局 (B) 衛生所  (C) 衛生署 (D) 保健站 

（ ）3. 有關我國全民健康保險之精神，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 是一種全體國民一起分擔風險的精神 

(B) 鼓勵全民投保而非強制投保 

(C) 必須自行分擔部分醫療費用，以達使用者付費之原則 

(D) 依照貧窮等級不同，部分付費方式也不同 

◎ 解析： 

全民健保特色： 

(1) 公平分擔、平等享受、降低成本。 

(2) 強制性社會保險、團體性、限制性原則投保 

(3) 為避免浪費：① 採部分負擔 ② 總體醫療費用實施「總額支付制度」 

(4) 建立獨立自主的財務責任制度。 

(5) 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後，護理人員至病患住家提供居家護理服務時，所需之

交通費由下列何者給付？ 

Ans：病患或其家屬【專高】 

（ ）4. 對於二代健保規劃方向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提升醫療資源運用的公平與效率 (B) 擴大健保照護和給付的範圍 

(C) 平衡健保支出與費用分配  (D) 建立醫療資源分配優先順序 

（ ）5. 方老太太日前接受居家護理服務，有關方老太太申請的「全民健康保險」居家

護理服務內容，下列何者正確？ 

(A) 新個案以兩個月為一期，若須申請延長者，得以延長兩個月。 

(B) 居家護理師照護訪視次數，每一個月兩次，因病情需要多於兩次時，須檢

附紀錄並詳述理由。 

(C) 醫師訪視次數，每一個月一次，若須多於規定訪視次數，須檢附紀錄並詳

述理由。 

(D) 營養師訪視次數，每兩個月一次，因營養照護需求多於規定訪視次數，須

檢附紀錄並詳述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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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1. 王先生今年75歲已退休，子女均移居海外，王先生將以地區人口投保身分參加健

保 

2. 一代健保對被保險人分類規定： 

第一類： 

① 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公職人員 ② 雇主自營業主 ③ 專技人員 

第二類：職業工會、海船員 

第三類：農漁會水利會員 

第四類：軍人 

第五類：低收入戶 

第六類：① 榮眷 ② 1-5類被保險人眷屬 ③ 地區人口投保→戶籍所在地公所 

（ ）6. 養成個人健康觀念、認知和行為最有利的場所為何？ 

(A) 學校  (B) 家庭  (C) 醫院 (D) 社區 

（ ）7. 社區護理人員對於社區人口群體特性（population）資料的判斷，下列何者正

確？ 

(A) 社會變遷大，故不須了解民眾之職業狀況 

(B) 家庭經濟收入係屬個人隱私，分析意義不大 

(C) 人口流動性小的社區，可以考慮策劃連續性長期性的健康照護計畫 

(D) 居民教育程度高，可以省略衛生教育訊息的宣導 

（ ）8. 公衛護理師協同環保人員採集社區中工廠的排放水，以檢驗水質淨化程度，屬

於三段五級的那一段預防？ 

(A) 初段預防的健康促進  (B) 初段預防的特殊保護 

(C) 二段預防的早期發現  (D) 三段預防的限制殘障 

（ ）9. 陳小姐現為 50 歲，則其可使用的全民健保中的預防保健服務，下列何者為是？

１每年一次的成人健康檢查２每三年一次的成人健康檢查３每二年一次的婦

女子宮頸抹片檢查４連續三年陰性，每三年一次的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 

(A) 12 (B) 23 (C) 34 (D) 24 

◎ 解析： 

40歲以上至未滿65歲，每三年給付一次；每年一次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 

（ ）10. 公共衛生護士利用策略及活動，將外界危害物質導致的疾病，及不良健康狀

態的後果及影響，減至最低的策略為？ 

(A) 預防 (B) 保護 (C) 教育 (D) 強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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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105.7 專高] 

（B）1. 懷特（White, 1982）提出的社區衛生護理師的實務措施中，應用

科學技術的方法控制環境中的危險因子，以免除大眾受到危害，

是屬於： 

(A) 教育（Education）   (B) 工程（Engineering） 

(C) 強制（Enforcement）  (D) 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 

（ ）11. *依據加拿大萊朗德（Marc Lalonde）於 1974 年提出的健康影響模式，影響人

類健康最大的因素為何？[105.2 專高] 

(A) 生物遺傳  (B) 社會經濟  (C) 生活習慣  (D) 保健服務體系 

（ ）12. Andersen 及 McFarlane 在 1996 年提出的「與社區為伙伴」模式，與他們在 1986

年的「以社區整體為服務對象」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強調下列何者？ 

(A) 護理過程   (B) 三段五級預防概念 

(C) 民眾主動參與而非被動接受服務 (D) 壓力源－反應程度 

（ ）13. 有關社區護理發展史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 服務對象由早期的貧病民眾到今日的社區整體 

(B) 護理的類型一直是以個案為中心的全人照顧 

(C) 服務的項目由早期只有治療到今日預防治療並重 

(D) 組織結構中從早期到今日均以政府機構為核心 

（ ）14. 行動的線索（cues to action）在健康信念模式中，是屬於哪一項影響預防性健

康行為之因素？ 

(A) 個體之認知（individual perceptions） 

(B) 心理社會動力（psychosocial dynamics） 

(C) 修正因素（modifying factors） 

(D) 行動的可能性（likehood of action）。 

（ ）15. 格林（Green）等人於 1980 年所提出的 PRECEDE-PROCEDE 模式，其增強

因素（reinforcing factors）為： 

(A) 知識、態度及價值觀等 (B) 利用資源的方便程度 

(C) 醫療設備的充足情形 (D) 父母、親戚、朋友等之健康態度與行為。 

（ ）16. 1978 年 WHO 的阿瑪阿塔宣言（Declaration of Alma-Ata），對社區衛生護理

最重要的指引為何？ 

(A) 以基層保健醫療達成全民均健 (B) 以健康城市達成全民均健 

(C) 以全民健康保險達成全民均健 (D) 以社區健康營造達成全民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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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護理理論及病因、症狀學 

（ ）1. 依目前有關精神分裂症之病因研究，下列何者錯誤？ 

(A) 精神分裂症受遺傳因素之影響 

(B) 可能 dopamine、norepinephrine 之綜合不平衡現象有關 

(C) 腦部有顯著萎縮、血液循環增加之現象 

(D) 患者之思考障礙可能與家庭成員間病態溝通有關 

解析：鬱症是由於腦中正腎上腺素、血清素缺乏；躁症是腦中正腎上腺素、

血清素過高導致；失智症屬器質性精神病，即大腦皮質漸進性萎縮；

精神分裂則與遺傳、多巴胺過多、單胺氧化酶偏低有關。 

提示：[105.7 專高] 

（A）多巴胺於腦中中皮質（mesocortical）分泌異常時，較容易出現何種症

狀？ 

(A) 情感平淡  (B) 幻覺 

(C) 妄想  (D) 混亂行為[考古範圍] 

（ ）2. 下列何者是精神分裂病人最常見的知覺障礙： 

(A) 觸幻覺  (B) 視幻覺  (C) 聽幻覺  (D) 嗅幻覺 

（ ）3. 自閉性思考常見於何種疾病的患者？ 

(A) 人格異常  (B) 焦慮症  (C) 精神分裂症  (D) 鬱症 

解析： 

1. 思覺失調症病人對外界漠不關心，主要原因是：有自閉思考 

2. 精神分裂患者，其妄想型思考（paranoid thinking）障礙的特徵包含：懷疑、

忌妒感 

（ ）4. 逃亡中的通緝犯躲在隱密的地方，聽到附近有人交談以為是警察盤查、聽到腳

步聲及狗聲以為是警察和警犬搜尋，常對外界刺激產生錯誤的解釋，這種知覺

障礙稱為： 

(A) 虛無妄想（nihilistic delusion） 

(B) 意識朦朧（clouding of conciousness） 

(C) 錯覺（illusion） 

(D) 幻覺（hallu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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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有關精神疾病的臨床表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談話內容一段一段間，欠缺關聯性與連貫性，稱為思考遲緩 

(B) 杯弓蛇影是病人對外界的刺激產生錯誤知覺或解釋 

(C) 答非所問及語無倫次最常見於情感障礙病人的臨床表徵 

(D) 談話到一半，突然停下來，也無法接續自己剛剛的主題，稱為答非所問 

（ ）6. 「情感的病識感」（Emotional insight）是指病人： 

(A) 情感上無法接受自己有心理方面適應的問題 

(B) 知道自己有適應的問題，且能接受治療 

(C) 知道自己有適應的問題，卻拒絕接受治療 

(D) 在情感上出現適應障礙的症狀 

（ ）7. 憂鬱症患者不會出現的症狀為： 

(A) 說話、動作速度緩慢 (B) 對自己外觀不注意修飾 

(C) 對外界好奇  (D) 抱怨身體諸多不適 

（ ）8. 病人吳小姐看見護士小姐就說：「妳的口紅很紅，紅顏薄命，人命不值錢……」

此為何種症狀？ 

(A) 思考貧乏（thinking poverty）  (B) 音韻連接（clang association） 

(C) 虛談症（confabulation）  (D) 持續症（perseveration） 

（ ）9. 王先生表示玉皇大帝要他拯救世人。此現象稱為： 

(A) 錯覺（Illusion） (B) 幻覺（Hallucination） 

(C) 妄想（Delusion）  (D) 譫妄（Delirium） 

（ ）10. *有關妄想的描述，何者正確？ 

(A) 感知外太空有電波或無線電波影響自己思想，是被控制妄想 

(B) 認為同事講笑話或喝飲料都和自己有關，是誇大妄想 

(C) 子虛烏有的錯誤認為醫院伙食被下毒或下藥，是虛無妄想 

(D) 病人告訴護理師收音機正在傳播自己剛剛想到的想法，是被害妄想 

（ ）11. 護理師詢問病人：「蘋果和香蕉有什麼不一樣？」主要是在評估病人下列何種

能力？ 

(A) 記憶力  (B) 判斷力  (C) 定向力  (D) 抽象思考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