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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請將答案書寫在答案區欄內方可計分(每題 3 分) 

1. 下列何者不是「醫務管理」的英文翻譯○1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2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3 healthcare management 

○4 hotel management 

2.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於何時開辦？民國○1 74 ○2 84 ○3 94 ○4 64 年 

3. 「無線射頻辨識系統」是指○1 RFID ○2 HIS ○3 PACS ○4 HIPAA 

4. 與放射線科系業務較有直接關係的是○1 RFID ○2 HIS ○3 PACS ○4 HIPAA 

5. 醫療產業政策分期中，屬於「建制期」的是從西元○1 1945~1970 ○2 1971~1985 ○3 1986~迄今 ○4 1911~1944 

6. 我國醫院分級中最高層級為○1 診所 ○2 地區醫院 ○3 區域醫院 ○4 醫學中心 

7. 慢性醫院是指收治住院病人的「平均住院日」在○1 10 ○2 20 ○3 30 ○4 40 天以上之長期病人 

8. 下列何者非醫院所稱的四大科之一○1 神經內科 ○2 外科 ○3 婦產科 ○4 小兒科 

9. 下列何者對「綜合醫院」的描述有誤○1 病床至少 100 張 ○2 需有放射線科 ○3 需有麻醉科 ○4 需有病理科 

10. 下列何者對「診所」的描述有誤○1 可設 10 張以下病床 ○2 不可設病床 ○3 只限門診業務 ○4 可多位醫師共同執業 

11. 院內「專任醫師」最少的為○1 開放性 ○2 閉鎖性 ○3 半開放性 ○4 聯合執業 醫院制度 

12. 「總住院醫師」是指○1 VS ○2 R ○3 CR ○4 Intern 

13. 「平均住院日」是指○1 OR ○2 ER ○3 ALOS ○4 CR 

14. 一般來說醫院的一般病床其「佔床率」在多少較好？○1 50 ○2 75 ○3 85 ○4 100 % 

15. 目前我國醫院健康保險申報是用○1 ICD-9-CM ○2 ICD-10-CM ○3 ICD-O ○4 DSM 

16. 我國病歷檔案管理中大都採○1 中位數 ○2 尾位數 ○3 流水號 ○4 就診日期 方法 

17. 美國「醫院評鑑」是由○1 AHIMA ○2 WHO ○3 CMS ○4 JCAHO 機構負責 

18. 「美國病歷管理協會」現稱為○1 CMS ○2 AHIMA ○3 AHA ○4 AMA 

19. 所謂「經濟訂購量」是○1 EOQ ○2 CMS ○3 AMA ○4 WHO 

20. 癌末病人通常住入○1 一般病房 ○2 安寧病房 ○3 隔離病房 ○4 加護病房 

21. 醫院評鑑中要求「每 10 床應有一位醫師」是屬○1 結構面 ○2 結果面 ○3 過程面 ○4 經濟面 指標 

22. 下列對「SWOT」敘述何者有誤○1 S: short ○2 W: weakness ○3 O: opportunities ○4 T: threat 

23. 「心電圖」的常用縮寫是○1 EEG ○2 EDC ○3 EMG ○4 EKG 

24. 下列何者不屬於「Ancillary」部門○1 病理科 ○2 檢驗科 ○3 心臟內科○4 放射線科 

25. 所謂「複倉制」乃應用在○1 A ○2 B ○3 C 類醫院資材產品管理中 

26. 下列何者非「醫務社工」的工作範圍內容○1 經濟問題 ○2 情緒問題 ○3 福利咨詢 ○4 臨床醫療 

27. 「實證醫學」是指○1 EMV ○2 EEG ○3 EBM ○4 EOQ 

28. 「全民健康保險」是指○1 CMS ○2 NHI ○3 JCAHO ○4 AHA 

29. 「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料庫」是向○1 衛生署 ○2 國民健康局 ○3 勞保局 ○4 國衛院 單位申請 

30. 「區域醫院」的縮寫是○1 RH ○2 DH ○3 MC ○4 AHA 

 

二、問答題(10%)：試述醫院「轉診中心」，在醫務管理上的重要性有哪些？ 



 

   元 培 科 技 大 學     

98 學年度日間部、進修部  （四技三年級）  四 技 轉 學 入 學 考 試

 

 健 康 保 險 試 題 共  1  頁

 

准考證號碼□□□□□□ 
注 意 事 項 試題卷右上角填上准考證號碼，請依題號順序在「答案卷」作答，考完後請將「試題」及「答案卷」一併繳回。

問答題（100％） 

一、 支付標準之訂定，因訂定時間點的差異可以區分為哪兩類？並請簡單敘述其各自的優缺點。（15％） 

 
二、 目前全民健康保險用藥及天數的規範如下：(1)一般疾病以不超過幾天為原則？而依病情需要，可以開

給幾天以內的藥物？(2)慢性病患病情穩定者，醫師ㄧ次可給幾天內的用藥量？(3) 或當醫師診斷為全民

健保所規範的慢性病範圍，且病情穩定可長期使用同一處方藥品治療時，可開給慢性病連續處方箋，一

次開給幾個月份用藥，分次調劑。（5％） 

 
 
三、 有關健康保險給付的重要議題中，其中最常被討論的議題為：『健康保險是否應「保大不保小」』，如果

健康保險只有「保大不保小」，請問可能產生哪些問題？（10％） 

 
四、 何謂健康保險財源籌措原則中的「受益原則」以及「量能原則」？請分述其意義。（10％） 

 
 
五、 所謂部分負擔制度是指被保險人除了繳納保險費用之外，在享受醫療服務時，還必需負擔一定比例的醫

療費用。實施部分負擔的主要目的為何，請簡單描述之。（10％） 

 
六、 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制度的實施對醫療提供者以及民眾有何好處？請分述並說明之。（10％） 

 
 
七、 健康保險通常為社會保障的一環，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可以說是屬於社會保險，商業保險與社會保險之相

異之處可就其目的、公平性、保險費計收的基礎、保險人對被保險人的選擇性、被保險人投保之自由性、

與政府之責任討論之，請依序簡單敘述其相異處。（15％） 

 
八、 請簡單敘述保險的基本原理。（5％） 

 
 
九、 總額預算支付制度（global budgets or expenditure limits）是指在醫療產業下某些部分的醫療服務的花費

上限控制。我國為避免突然實施總額預算支付制度對醫療團體衝擊過大，因此採取分階段實施，首先自

1998 年 7 月 1 日起實施牙醫總額支付制度，直到 2002 年 7 月起實施西醫醫院總額支付制度後，進入

全面實施總額支付制度的時代。請簡單說明總額預算制度的優缺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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