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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衛重點大綱介紹 

單元 內容 題數 

第一部份： 

總論 

公共衛生的歷史 

公護高考： 

1. 請從全球衛生的角度，剖析我國近 40 年來的衛生

政策。（25 分）（103） 

2. 我國健康照護體系在光復後，經歷「建立期」、「擴

張期」、「整合期」以及目前的「精進期」；試述這

四個時期健康照護體系的重要發展。（25 分）（104） 

高考： 

1. 請說明我國公共衛生發展的重大成就有那些？

（25 分）（106 衛技公衛學） 

社會變遷與公共

衛生 

高考： 

1. 外配外勞對公衛影響（99） 

2. 20 年來公衛發展（98） 

普考： 

1. 1.十大死因對公衛影響（100） 

人口與家庭計畫 

高考： 

1. 人口學變化：依賴人口比、公衛政策因應方式（97） 

2. 請說明人口分析方法中合併性別組成與年齡組成

的「人口金字塔」之五種典型類型。我國目前的

人口組成屬於何種類型？（25 分）（104） 

永續發展 

高考： 

1. 永續發展對健康影響（100 衛技公衛學） 

2. 2015 年 9 月 25 日，聯合國宣布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正式接替千禧

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並且以 2016 年為永續發展元年。（每小題 10 分，

共 20 分） 

(1) 請問與千禧年發展目標比較，永續發展目標有

什麼特色？ 

(2) 請問永續發展的第三項目標為健康目標：｢確保

健康的生活，促進各年齡層所有人的福祉｣，之

下有那些子目標？又其中那一個子目標，是達

成其他子目標的關鍵與平台？（106 衛技公衛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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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健康照護制度 

健康保險 

高考： 

1. 二代健保共同責任架構下主要變革方向（100） 

2. 請敘述商業保險（例如汽車或房屋保險）與社會
保險（例如全民健康保險）之異同。（25 分）（104） 

3. 全民健保改革，必須考慮人性對健保永續經營的
影響。 

(1) 請 問 何 為 被 保 險 人 的 道 德 危 害 （ moral 

hazard）？（10 分） 

(2) 並試舉一例說明全民健保曾採取減少被保險人
道德危害的策略及其成效？（10 分） 

(3) 請問何為醫療提供者的道德危害（ moral 

hazard）？（10 分） 

(4)（並試舉一例說明全民健保曾採取減少醫療提供
者道德危害的策略及其成效？（10 分）（106

衛技衛政法規） 

醫療體制 

高考： 

1. 預算及 DRG 制度對醫療品質影響（97） 

2. 台灣在傳統醫療制度不足之處（97） 

公護高考： 

1. 全國護理人力短缺，試分析其原因，以及政府因
應之衛生政策為何？試評論之。（25 分）（103） 

第三部份： 

流行病學 

流行病學的原理

與方法（健康與

疾病） 

（名詞定義） 

高考： 

1. 不同目標論述健康不平等（99） 

2. 公衛三段五級預防策略：以青少年暴力（96） 

3. 研究設計回答維他命是否預防疾病（96） 

4. 貧窮與健康關係：對公衛政策的影響（96） 

5. 標準化死亡率定義及主要死因防治策略（95） 

6. 我國的健康不平等問題似乎有縮小的趨勢，請說
明可能的原因；（10 分）然而國內的確仍存在健康
不平等的問題（例如各縣市平均餘命的落差），希
望持續縮小健康不平等仍須面對許多挑戰，請說
明未來可朝那些層面方向規劃？（15 分）（103） 

7. 為發展生物科技並應用於臨床上，世界上大部分
國家將臨床試驗分為 4 期，並對每期臨床試驗的
基本準則和技術要求作出規定。請簡述此 4 期基
本準則和規定。（25 分）（101 衛技普公衛法規） 

癌症流行病學 
高考： 

1. 乳癌實例題：危險性增加可能原因（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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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防治 

傳染病防治 

普考： 

1. 說明結核病防治「都治計畫」（100） 

2. 傳染病分類及說明各類（99） 

3. 衛生技術人員如何預防生物性危害及處理方法
（95） 

4. 如果 H5N1 禽流感開始具人傳人能力，請說明其重
要性及防治方法。（25 分）（101 衛技普公衛法規） 

高考： 

1. 請試擬人畜共通疾病（zoonosis）的預防策略。

（101） 

2. 目前我國針對嬰幼兒常規公費預防接種內容與時

程為何？（10 分）如果你具有決策權力，你會對

未來我國整體預防接種措施政策（含成人與嬰幼

兒童）提出那些規劃方向？請列舉至少三項說

明。（15 分）（103） 

3. 如何評鑑一個傳染病偵測系統？請舉一種現行的

傳染病偵測系統。（25 分）（104） 

4. 我國愛滋病案例逐年增加，請敘述愛滋病毒的傳

染途徑，為了預防懷孕婦女產下愛滋寶寶，當前

我國提供那些防治措施。（25 分）（106 衛政學） 

5. 請詳述傳染病流行類型依流行規模分類常見的五

個階段。（25 分）（106 衛技公衛學） 

公護高考： 

1. 近來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疫情在中東及南韓

流行，試分別論述對於該傳染病的預防方法？對

病人及接觸者之隔離處理？（25 分）（104） 

傷害事故防治 
高考： 

1. 請以生態模式說明事故傷害發生（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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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防治 慢性病防治 

高考： 

1. 篩檢是以民眾為實施對象，因此必定牽涉到大量

資料的運用，所以應慎選合適的疾病進行篩檢，

請問適合篩檢的疾病應具備那些條件？（102） 

2. 現今科技的快速發展與日趨成熟，世界各國均積

極發展科技化服務，並將其應用於相關醫療照護

服務產業。國內目前已有醫療院所積極投入遠距

居家照護，請說明遠距居家照護如何應用於慢性

病防治。（25 分）（106 衛技公衛學） 

公護高考 

1. 隨著生活習慣及飲食行為改變，肥胖已成為全球

健康及醫療的重要問題之一。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對於特殊營養食品、

易導致慢性病或不適合兒童及特殊需求者長期食

用之食品，得限制其促銷或廣告。為遏止兒童肥

胖率上升，我國制定「不適合兒童長期食用之食

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並自 2016 年 1 月 1 日

開始實施。 

 

(1) 請寫出「不適合兒童長期食用之食品廣告及促

銷管理辦法」中，所稱不適合兒童長期食用之

食品係指為何？（10 分） 

(2) 請寫出「不適合兒童長期食用之食品廣告及促

銷管理辦法」中，不適合兒童長期食用之食品，

其廣告及促銷不得以那三種方式為之。（15 分）

（106 公護公衛） 

2. 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約有 21～25%乳癌及

大腸癌、27%糖尿病與 30%的缺血性心臟病，係

因身體活動量不足造成。因此，國民健康署建議

國人要「規律運動」，請問「規律運動」的定義為

何（10 分）？並闡述要國人「規律運動」的策略

為何？（15 分）（106 公護公衛） 

3. 2013 年行政院已正式將衛政與社政組織整併成立

衛生福利部，主責公共衛生醫療及社會福利兩個

重大社會民生事務，制訂新的政策白皮書，做為

2025 全民健康平等的施政藍圖。請問在全方位非

傳染病（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

道疾病）防治系統中，所關注之「擴大非傳染病

管理與照護網絡」之目標（5 分）與策略（20 分）

分別是什麼？（106 公護公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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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 

公護高考： 
1. 菸害防制是政府多年來努力的工作項目之一，請

問衛生主管機關執行了那些重要政策？請分項說
明之。（20 分）未來可以改進的方向為何？（5 分）
（103） 

高考： 
1. 臺灣菸害防制運動始於 1980 年代中期因應洋菸開

放進口，迄今已超過三十年的歷史。其中，1997
年總統公布實施菸害防制法，可以說是最重要的
里程碑，也是國民健康署推動菸害防制工作的重
要法源，截至目前已修正三次。 

(1) 請問目前臺灣 18歲以上成人吸菸率大約為何？
男性與女性成人吸菸率分別為何？（10 分） 

(2) 請問國民健康署的菸害防制策略主要有那些？
（25 分） 

(3) 呼應世界衛生組織非傳染性疾病防治行動計
劃，國民健康署訂定的 2025 年菸害防制目標為
何？即成人吸菸率降至多少？（5 分）（106 衛
技衛政法規） 

第四部份： 

環境與職業衛

生 

環境衛生總論 

高考： 
1. 天災後健康問題及衛生管理（99） 
2. 氣候暖化對公衛衝擊（98） 
3. 二氧化碳氣體在全球暖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請

說明其造成暖化機制與危害。（25 分）（101 衛技
普公衛法規） 

4. 全球性環境變遷對環境及人類健康產生威脅值得
重視，為了有效防止環境繼續被污染與破壞，和
減輕對人類健康的衝擊。請歸納條列說明可採取
的公共衛生因應對策。（25 分）（106 衛技公衛學） 

食品衛生與安全 

高考： 
1. 食品標示及廣告管理之目的及常見違規（99） 
普考： 
1.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食管法規定不得製造販賣情形

及處分（99） 

空氣污染防治、

水與水污染、職

業衛生與安全、

職 業 病 與 環 境

病、毒性化學物

質 與 廢 棄 物 管

理、環境影響評

估。 

高考： 
1. 雖然我國已經自 2000 年起全面使用無鉛汽油，但

工業上還是有多項產品含鉛，仍會影響民眾健
康，不能輕視其危害。請說明鉛之危害及如何預
防。（101） 

2. 國內重大的環保爭議始終環繞在該項設施對於民
眾可能造成的健康風險。要判斷是否對國人健康
造成健康上的風險，必須有完整的健康風險評估
的步驟，請問風險評估的定義及四個必要步驟為
何？（102） 

3. 在職業衛生探討中常將職場中的健康危害因子區
分為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人因工程（人體
工學）與精神心理層面，請分別就這五層面討論
其危害因素、健康效應與作業種類；（15 分）並請
對於如何規劃推動職場之健康促進提出你的看
法。（10 分）（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