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衛生行政學發展史］ 

1-1 關雲 老師 

衛生行政學及法規導讀介紹 

命題大綱 

衛生行政學（包括衛生教育及公共溝通） 

適用考試名稱 適用考試類科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衛生行政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衛生行政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三等考試 衛生行政 

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衛生行政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了解與比較衛生行政學之發展脈絡、內涵以及變遷趨勢。 

二、了解與應用衛生行政學之相關知識。 

三、具備問題分析及提出建議方案之知識與能力。 

命題大綱 

一、衛生行政學發展歷史與趨勢 

（一）國內外衛生行政發展史。 

（二）國際衛生行政重要趨勢。 

（三）衛生行政組織架構與權責。 

（四）歷年衛生行政重大政策或制度。 

二、衛生行政學之專業範疇知識 

（一）衛生行政學之理論與研究方法。 

（二）衛生行政學相關之流行病學與社會科學知能。 

（三）衛生行政學相關之公共溝通與政策行銷知能。 

（四）衛生教育相關知能。 

（五）衛生行政相關之公共行政知能。 

三、衛生行政專業實務 

（一）近年來衛生行政中長程計畫。 

（二）當前重要衛生議題及提出建議方案。 

（三）衛生計畫之規劃與評估議題及提出專案管理建議方案。 

（四）衛生與其他領域整合之議題及提出建議方案。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

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公職護理師) 衛生行政學及其相關法規 

 

關雲 老師 1-2 

行政法、衛生行政及其相關法規（衛生行政及其相關法規部分） 

適用考試名稱 適用考試類科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公職護理師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了解與應用衛生行政學之相關知識。 

二、了解衛生法規之整體架構。 

三、認識各醫事專業學門與衛生法規間之互動。 

四、了解依法行政與衛生技術的專業，俾於行使職權時，能夠確保

民眾的相關權益。 

命題大綱 

一、我國衛生行政學發展歷史與趨勢 

（一）衛生行政組織變革。 

（二）現行衛生行政組織及執掌。 

二、衛生行政學之專業知識範疇 

（一）衛生行政學相關之社會科學知能。 

（二）衛生行政學相關之公共溝通與政策行銷知能。 

（三）衛生教育與健康促進之相關知能。 

（四）資訊掌握及管理能力。 

（五）衛生企劃與評估。 

三、主要相關衛生法規之分析與應用 

（一）醫事人員法規：護理人員法、醫師法。 

（二）醫藥業務法規：醫療法、精神衛生法、緊急醫療救護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護理

機構分類設置標準...等。 

（三）傳染病防治法規：傳染病防治法。 

（四）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全民健康保險法。 

（五）其他相關衛生重要法規：菸害防制法、優生保健法、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 

（註：主要衛生法規均包括該法律及其授權之子法）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

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第一章 衛生行政學發展史］ 

1-3 關雲 老師 

◎分析近 5 年衛生行政學考題重點 

一、衛生福利部使命、願景、

施政目標、重大政策 

黃金十年願景（old）、衛生福利部 106～109 中程施政計畫、 

衛生福利部 107 年度計畫、公衛年報、衛生福利部白皮書。 

二、組織修編．體系變動 
8 司 6 處及 5 個附屬機關都會出相關題目，例如：變革、

困境、業務職掌等。 

三、衛生政策擬定及衛生計畫

評價 

（不敗題）6 步驟，會用「實例題」，用「熱門健康議題」

寫出一個「計畫」。 

「衛生計畫」建議要以「國健署」的例子比較好，「國健署」

才是計畫的始祖。 

四、菸害衛教 青少年的衛生教育（先套健康促進理論） 

五、自殺防制 

自殺防制幾乎每年都會考，尤其是針對特殊對象，如：老

人、青少年等，把這些考題瀏覽完，會發現全部都是偏向

「國健署」的政策目標。 

六、健康城市 
103 年公職護理師獨家：我國自 1999 年起推動社區健康營

造，並發展健康城市，都會考小題組。 

七、流病生統衛生指標 

103 年公職護理師獨家： 

衛生指標之現況： 

1. 十大死因。（4 分） 

2. 平均餘命（包括全國及男女性之平均餘命）。（3 分） 

3. 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2 分） 

4. 孕產婦及嬰兒死亡率。 

八、*長期照護 
長照保險法及服務法、長照機構服務類型、對象…103 年

後幾乎每一種國考都會出現長照題目及延伸。 

九、*全民健保法 
103 年弱勢群體的保險費協助措施、「Tw～DRGs」支付制

度，衛政考 2 題→50 分，配分有點重。 

十、衛生統計指標 

2015 年我國男女平均餘命分別為多少？ 

2015 年我國十大死因的前三名為何？ 

2015 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及嬰兒死亡率分別為多少？2015

年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約有多少萬人？占總人口占率約為

多少？（5%） 

 

「衛生行政學」都偏「時事」 

老師上課方式，把「法規」當底，加入「行政學」的東西。 

  



(公職護理師) 衛生行政學及其相關法規 

 

關雲 老師 1-4 

◎衛政行政考古題 

單元 內容 題數 

全
民
健
保
類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類
法 

衛政高考法規： 

1. 健保對第三人代位求償權（100） 

2. 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對於解決藥價黑洞，曾經數度參考藥價調查的結果，

採取一連串的措施，請解釋藥價黑洞的內涵，並說明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在藥價調整方面的目標與主要措施的內容；請你亦論述藥價差與醫療機構之間涉及

醫療倫理的議題。（96） 

3. 醫師某甲涉嫌利用民眾之健保卡，虛偽申報醫療行為，申請領取健保醫療費用，試

問某甲之行為涉及何種法律責任？（105，25 分） 

◎衛政普考：行政學 

1. 中央健康保險署為保障國人就醫權的最後一哩路，自 2016 年 06 月 07 日起宣布即

日起，欠費與就醫兩者脫勾，亦即積欠健保費者不會再被鎖卡。此政策對四萬餘位

因欠費而遭鎖卡的民眾而言，不啻是宣告健保「鎖卡」20 年已正式走入歷史。請

分析此一政策的利與弊，並建議政府應如何防杜可能的弊端。（105，25 分） 

技術地特四等：公衛法規概要 

1. 試述臺灣缺乏分級醫療轉診制度造成的問題，並說明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目

前為推動分級醫療擬定的策略。（105，25 分） 

 

 行政學高考： 

1. 請問健保財務無法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有那些？請條列說明之。（100） 

2. 近年來全民健保的財務問題日益嚴重，健保保費收入的成長遠不及支出的成長，請

條列說明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有那些？並請提出您認為可行的解決方案有那些？

（96） 

3. 目前全民健保的支付制度，仍然是以論量計酬（fee～for～service）為最主要的方

式，中央健康保險局規劃在今（2006）年全面推行論病例計酬制（prospective / case 

payment），但遭到醫界的反對。請問論量計酬與論病例計酬兩種支付方式有何不

同？對醫院經營策略有何影響？請以表列方式加以比較。（95） 

4. 為減輕弱勢民眾的保險費負擔，避免因經濟困境致影響其就醫權益，全民健保近年

曾推動那些「保險費協助措施」（共 20 分）？（103） 

5. 試述全民健保實施「Tw～DRGs」支付制度之背景；（共 30 分）並分析「Tw～DRGs」

是否符合同病同酬的精神？「Tw～DRGs」實施後，對民眾就醫習慣與權益有何影

響或改變？（103） 

6.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開辦迄今已歷二十載，國人不分貧富，在生病時都能從這項

社會保險制度獲得妥適的醫療照護，讓民眾免於因病致貧或因貧而病的恐懼，不再

因財務障礙導致無法或延誤就醫，成為臺灣社會安全的重要支柱，備受各方肯定。

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曼在 2005 年時亦對我們健康保險制度大加讚許。在面對

有限的財源、迫切的醫療需求，為使健康保險永續經營，政府於 2011 年完成二代

健保修法，請說明其願景、目標及各項改革措施。此外為使民眾獲得更有品質也更

有效率的醫療照護服務，同時提升民眾對自我健康及就醫狀況的掌握程度，更持續

推出的「醫療支出面十項重大管理計畫」是那些？（104，30 分） 

7. 衛生福利部延緩推動第三階段 DRGs 的實施，各界可能主張之反對意見為何？

（105，20 分） 

 



［第一章 衛生行政學發展史］ 

1-5 關雲 老師 

行政學普考： 

1. 試述民國 100 年「全民健康保險法」的修法重點。（103） 

技術地特三等：行政與法規 

2. 在全民健保居家護理申請作業上的收案標準，以及外籍看護工申請的標準，巴氏量

表（Barthel Index）為常用來評估個案的身體功能的量表，請敘述巴氏量表之主要

十個評估項目？請說明該量表評估結果之主要依賴程度分類？（100） 

行政地特三等：行政學 

1. 為了讓健保資源配置更趨透明、健保資源使用更有效益，二代健保有那些機制或配

套措施？（103，20 分） 

2.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已開辦 21 年，請分別舉出三項成果與三項潛在問題，並逐點敘

述之。（105，20 分） 

行政地特三等：法規 

1. 民國 100 年修訂的「全民健康保險法」，對於保險給付之規定，與先前的版本有何

差異？試述之。（103，30 分） 

◎衛生技術： 行政與法規 

1. 試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102 年 01 月 01 日施行）第 8 條、9 條及 10 條規定，說明

應參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以及被保險人區分為那些類別之內容。（102） 

2. 世界各國健康保險制度或有所不同，然投保健康保險的被保險人前往與保險人有合

約的醫療院所就醫，醫療院所可向保險人申請醫療服務報酬之支付。 

 請問常見的支付方式有那些？（12 分） 

 請問我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為有效控制醫療支出的成長，並提高醫療

管理者的自我管理於民國 91 年 07 月起對醫院實施何項制度？（5 分） 

 承題(2)，請陳述實施該項制度後所造成的效應可能有那些？（8 分）（104） 

3.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請列舉不列入本保險給付範圍之項目。（105，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