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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公職護理師 

科 目：公共衛生政策 

 

一、經由評價衛生政策可作為未來修訂政策的參考，請說明衛生政策評價的種類（15 分）及蒐

集資料的方法。（10 分） 

【擬答】 

 

根據林芸芸老師（2015 年）所提及之評價模式，可由不同角度分類： 

依評價不同的階段，可分： 輸入評價、過程評價、輸出評價、結果評價。 計畫理念和設

計方案評估、計畫執行監測(monitoring)、計畫結果效用評估。 

依評價和計畫、執行間的關係，可分為 線性評價模式，於計畫執行完成以後再進行評價；

非線性評價模式，強調在計畫、執行、控制三個互相關連的活動中，均進行評價。 

依評價功能的不同，可分為 形式評價，功能在於形成或修正計畫方案，或增進計畫效能。

綜合評價，功能在於決定一個新計畫是否值得推行或是進行中的計畫是否值得繼續，或於

數個計畫方案中，選擇較可行、具高效率者。 

若針對政策執行結束後之評價(evaluation)，一般常見的模式包括： 目標達成模式、無預定

目標模式、系統模式、決策模式、反應模式、拮抗模式。 

 

針對政策執行後之各評價種類的蒐集資料方法分述如下： 

目標達成模式(goal-attainment model) 

此模式之三要素為目標、資源和活動，因此要知道計畫推行結果是否達到預期目標、資源使

用是否照原計畫規劃、活動是否照原計畫推展；如果目標、資源和活動都未照原來規劃，則

原因為何。因此，須根據原本計畫規劃之目標，蒐集量性指標，例如參與之人數或人次；資

源則是在經費結算分析盈餘或不足原因以外，也可分析運用類型；活動部份則可藉由蒐集參

加者滿意度以及與執行者之訪談，來了解該計畫執行層面之優點與須改進之處。 

無預定目標模式(goal-free model) 

與目標達成模式差異在於範圍較廣，包括了計畫預期以外效果的評價，及計畫以外影響因素

的考量。因此，可在蒐集原預定指標以外，在問卷題項多增加「其他」，以蒐集不在選項內

的評價，或者以開放性問題或是隨機挑選政策使用者詢問其改變及想法。 

系統模式(system model) 

此為一種組織分析，組成要素包括：目標達成、環境適應、組織間調適，以及組織內各種壓

力和衝突的調節，主要的評價指標包括： 各工作單位的生產力、 組織間的相互關係和限

制、 組織應付內、外環境改變的彈性能力。因此針對此三類指標，並須事先界定清楚並都

予以量化，並且進行統計分析，例如系統內的關係是否存在，或是系統內各元素間相互關係

的型態。 

決策模式(decision making model) 

目的在於適當地分配和應用資源，能因應計畫目標的改變，而隨時調整資源的應用和活動的

進行，以持續達成目標。進行的步驟包括： 決定評價準則(criteria)：通常是決策者希望經由

計畫的推行而予以最大量化者，例如參加(使用)人數或人次、行為改變量等； 根據各評價

準則之相對重要性，而給予不同的加權值(weight)，例如總分 10 分，參加人次有達到目標量

有 5 分、經費使用得宜有 3 分、使用者滿意 2 分，執行者滿意 1 分；依各評價準則，評估各

政策的優缺點，算出總分，以全盤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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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模式(responsive model) 

針對評價結果使用者的需要和關注點而設計，藉由定性描述、個案描述、圓桌討論、及非量

性分析和民族學誌的研究方法，主要都是蒐集質性資料，透過三方面進行，包括評價結果的

相關者、評價所關心的主題，和各主題相關的所有問題陳述。 

拮抗模式(adversary model) 

通常僅是用於計畫已進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後，對一些以存在的評價或統計報告，採較開放

的綜合分析，總結計畫所造成的正反面影響，以為決策參考。 

 

二、為促進婦幼健康，衛生福利部參照臺灣地區婦幼主要健康問題及世界衛生組織孕產婦和嬰幼

兒營養全面實施計畫設定之全球目標，在「2025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中推動一系列優化

婦幼健康促進體系的策略，請針對孕產婦及嬰幼兒群體各列出五項其中用來評量政策成效的

衡量指標。（25 分） 

 

【擬答】 

在 2016 年制定的「2025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中，針對「優化婦幼健康促進體系」的目標，為

達聯合國千禧年及 2015 年後永續發展目標、WHO 孕產婦和嬰幼兒營養全面實施計畫設定之全

球目標，推動更優質完善之婦幼健康政策，以降低孕產婦、嬰幼兒及兒童死亡率，提升孕產婦及

兒童之健康。並確保不同群體(包括性別、年齡、族群、地區、社經狀態、身心障礙者、不同疾病

者等)，享有平等之生育保健及健康促進服務。據此，訂定了四項未來策略，而中程(2020 年)衡量

指標如下(列出五項)： 

 

針對孕產婦 

依據 2015 年 WHO 終結可預防孕產婦死亡策略，至 2030 年，孕產婦死亡率下降三分之二

目標，訂定孕產婦死亡率降至 2.2
0
/0000。(2010 年 4.2

0
/0000) 

參照 WHO「孕產婦和嬰幼兒營養全面實施計畫」，2025 年育齡婦女貧血盛行率下降 50%目

標，訂定 15-49 育齡婦女貧血盛行率降至 21%。(2013 年 28%)(15-49 歲婦女中血紅素

<12g/dL 的盛行率)。 

懷孕<=12 週作第一次產檢比率提升至 85%。(2012 年 83.7%) 

參照 MDGs 產前照護涵蓋率指標，訂定孕婦產檢至少 4 次利用率提升至 97%。(2010 年

95.9%) 

超前 WHO 2025 年 6 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達 50%目標，訂定 2020 年 6 個月以下純母乳

哺育率提升至 50%。(2014 年 45.8%) 

 

針對嬰幼兒群體 

以 2011 年 4.2‰為基準值，降二分之一為目標，訂定嬰兒死亡率降至 2.1‰。(1990 年 7.6‰) 

以 1990 年 9.6‰為基準值，降三分之二為目標，5 歲以下兒童死亡率降至 3.2‰。 

參照 WHO「孕產婦和嬰幼兒營養全面實施計畫」，2025 年低出生體重比率下降 30%目標，

訂定 2020 年低出生體重比率降至 6.1%。(2012 年 8.4%) 

參照 WHO「孕產婦和嬰幼兒營養全面實施計畫」，2025 年兒童發育遲緩人數下降 40%目

標，訂定 2020 年 5 歲以下兒童發育遲緩人數下降 25%。(2014 年 3.5%) 

參照 WHO「孕產婦和嬰幼兒營養全面實施計畫」，2025 年兒童身高體重消瘦比率維持 5%

以下不增加之目標，訂定 2020 年 5 歲以下兒童身高體重消瘦比率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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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列舉我國最新發布之癌症前五大死因；（5 分）在決策是否納入民眾大規模篩檢之政策

時，其優先順序應考慮的因素為何？（8 分）並請說明政府現行補助四大癌症篩檢之內容及

對象。（12 分） 

【擬答】 

 臺灣最新發布之癌症資料為 2016 年資料，不分性別之前五大死因如下： 

氣管、支氣管和肺癌(死亡率：每十萬人口 39.9 人)、 肝和肝內膽管癌(每十萬人口 35.5

人)、 結腸、直腸和肛門癌(每十萬人口 24.3 人)、(4)女性乳房癌(每十萬人口 18.4 人)、(5)口

腔癌(每十萬人口 12.5 人)。 

 

大規模篩檢政策優先順序應考慮的因素 

根據周碧瑟老師所述，篩檢計畫應包括下列七項考慮因素： 

篩檢工具的評估：包括信度與效度。信度是測量結果的一致性，但信度高並不代表正確，信

度高的篩檢工具僅能說明其穩定不變的檢查結果。效度是測量結果的正確性，包括敏感度

(sensitivity)及精確度(specificity)，敏感度為所有實際有病者篩檢為陽性的比例，精確度為所

有沒並者被篩檢為陰性的比例。篩檢工具的敏感度越高，越能找出潛在的疑似病例，但也有

較大的能將正常者誤認為病例，而造成偽陽性誤差；篩檢工具的精確度越高，雖然可以減少

偽陽性誤差，但是卻可能漏失較多潛在的病例，而使偽陰性誤差增加。由於癌症的後果極為

嚴重，所以應盡可能減少偽陰性誤差(亦即增加敏感度)，故常採將兩種篩檢方法併聯方式進

行。 

疾病盛行率：任何篩檢工具都有可能產生偽陽性與偽陰性誤差，除了被篩檢工具本身的敏感

度與精確度影響以外，也隨疾病盛行率而異，疾病盛行率越高，偽陰性誤差越大，盛行率越

低則偽陽性誤差越大。 

篩檢陽性預測值：篩檢陽性結果者，須再進一步做確診及及早治療，篩檢陽性預測值是篩檢

陽性中真正有病的比率，受盛行率影響最大，即便篩檢工具的敏感度和精確度都很高，若盛

行率低，則預測值也低。因此篩檢對象應選擇高危險族群，以得到較高的陽性預測值，減少

工作成本及獲得較好的篩檢品質。 

偽陽性與偽陰性誤差：偽陽性結果可能會造成個人心理上的傷害及生活上的困擾；而偽陰性

結果的後果更為嚴重，使得尚無症狀的病例，自以為健康而讓癌組織繼續生長，此不僅可能

造成個人不可彌補的遺憾，也可能會影響社會大眾對篩檢計畫的觀感。 

民眾對篩檢接受性：因篩檢不具強迫性，如欲使民眾能接受該項檢查，應考慮民眾的健康識

能、健康信念、社會文化及經濟等因素。 

適合篩檢的疾病：篩檢工作必定牽涉到大量資源的運用，因此須慎選疾病，適合篩檢的疾病

應具備三項條件，包括 該疾病具有嚴重的後果，會導致死亡或永久性的殘障，癌症多符合

此項條件、 該疾病應有可行的療法，或者早期發現的療效優於晚期，如子宮頸癌、乳癌、

該疾病應有較高盛行率，若選擇族群中的中高風險團體，較能認知問題嚴重，較願意接受

篩檢；就計畫而言，盛行率越高，陽性預測值越大，則找出一個病例的單位成本就越低。 

篩檢成果評估：篩檢目的不外於減少病患的死亡率、及早發現病例等，但須注意若以被篩檢

出的病例致死率作為評估標準，可能會有先導時間誤差(lead time bias)（由於發現病例的時間

提早，使得存活時間增長，但病程一樣，多活的只是提早發現的時間而已）、選擇性誤差

(selection bias)（自願參加篩檢者與拒絕參加篩檢者的差異，若不調整，可能誇大篩檢效

果）、長期誤差(length bias)（篩檢病例的致死率降低，可能因為癌細胞本身特性具有較長的

潛伏期，較容易被偵測，也有較好的預後，而非篩檢之故），在評估時需要以研究設計或統

計方法加以校正。 

政府現行補助四大癌症篩檢之內容及對象 

目前補助的四大篩檢為乳癌篩檢、子宮頸癌篩檢、大腸直腸癌篩檢以及口腔癌篩檢，以下分別

描述篩檢內容及對象： 

乳癌篩檢：針對 45-69 歲婦女或 40-44 歲二等血親內曾罹患乳癌之婦女，每 2 年 1 次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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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癌篩檢：30 歲以上婦女，每 3 年 1 次子宮頸抹片檢查。 

大腸直腸癌篩檢：50 至未滿 75 歲民眾，每 2 年 1 次糞便潛血檢查。 

口腔癌篩檢：30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檳榔）或吸菸者、18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檳

榔）原住民，每 2 年 1 次口腔黏膜檢查。 

 

四、請敘明我國現行兒童「公費常規疫苗預防接種」可預防那些傳染性疾病，及國內備有「可自

費接種與兒童有關之疫苗」可預防之傳染性疾病為何者？（15 分）又，近年東南亞國家屢

傳麻疹案例，試分析我國目前不同年齡層民眾對麻疹的免疫狀況，及針對需前往麻疹流行地

區之不同年齡層民眾，其出國前預防注射之建議為何？（10 分） 

【擬答】 

  

臺灣現行兒童疫苗預防接種分成公費常規與可自費接種兩種，其可預防之傳染性疾病如下： 

公費常規：B型肝炎、結核性腦膜炎及粟粒性結核、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侵襲性b型

嗜血桿菌感染症/小兒麻痺、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PCV13疫苗）、水痘、麻疹/腮腺炎/

德國麻疹、日本腦炎、流感、A型肝炎。 

自費接種：輪狀病毒感染、A 型肝炎(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前出生，並且非特定補助對象)、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除政府提供之 PCV13 疫苗外，另有 10 價結合型疫苗與 23 價的多

醣體疫苗，多醣體疫苗不適用於 2 歲以下幼兒）。 

 

臺灣目前不同年齡層民眾對麻疹的免疫狀況與其出國前的預防注射建議，以下分別敘述： 

兒童：我國幼兒常規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第2劑接種完成率高達97%

以上。根據疾管署建議，年滿1歲幼兒，請儘速攜往衛生所或預防接種合約院所接種麻疹、腮

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並避免攜未滿1歲或未完成疫苗接種的嬰幼兒前往流行

地區，如須攜6個月以上未滿1歲的嬰兒前往，可於出發2週前，至衛生所或合約院所接種1劑

MMR。 

青少年：未曾接種或未具抗體者，建議自費接種2劑三合一(MMR)疫苗，2劑至少間隔4週。 

成人及長者：20至40歲成人7成以上對麻疹具有保護力。針對1981年以後出生的成人，建議自

費接種1劑MMR疫苗後再行前往。另不確定是否曾感染麻疹，及部分幼年曾接種疫苗，擔心

抗體可能隨年齡增長而減少的民眾，前往流行地區前，可先至旅遊醫學門診評估疫苗接種需

求。而長者大多在幼年都有得過麻疹，理論上會終身免疫，但如果擔心的話可以抽血檢驗抗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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