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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學～】講義 

準備方向 

一、密集教育階段 

公共衛生的考試命題相當多元、相當靈活及具有時事特性，所以在公共衛生學的考試準備

上，可以作為三個不同的階段準備，分別是學理、應用、新議題。 

第一階段是學理的準備，也就是基礎公共衛生知識，這些也是大家在學校教育的基本重點，

但相信大部分的時間都過著快樂的大學生活，能夠吸收與應用的內容自然有限，加上學校的

課程設計過於分散、不夠集中於考試重點，讓授課內容與考試方向常常不能聯結，造成學生

無法用學校的講義作為準備考試之用。第二階段是學理的應用，這種考試方向都是跟公共衛

生議題做轉換與連結，例如興建污水下水道 v.處理廠經營；SARS 風暴 v.傳染病防治…等，

這些都是這十年來的公共衛生考題，也讓學生對於考試的方向準備困難，這也是補習班與學

校課程設計最大的不同之處。第三階段是新議題的考試入題，這也是隨時要捉住新聞走向的

部分，例如三氯氫氨、塑化劑跟今年的瘦肉精，都是隨時會跟著新聞發展而命題，因此也是

要請大家一同留意新聞內容，結合理論及政策的多角度準備。 

在課程進行上，希望各位同學可以將公共衛生學這一科，當作相當輕鬆的科目來準備，必要

的各類資料由補習班來幫同學們準備，而同學的工作就是「課前預習」、「課中聽講」、「課

後整理」與「考前複習」，整個系統架構的彙整就由補習班負責，相信各位考生一定會「事

半功倍」、「輕鬆高分」。 

二、考試階段 

在進入考試的臨場作答部分，也是檢視大多數同學的認真程度，因為公共衛生這科的考試多

數都是用寫的，少數幾次的普考出現選擇題而已，因此需要留意背誦相關正確的數據，例如

現在公衛指標、疾病資訊…等。大部分問答題、申論題的型態之下，考試階段是要認真去寫

出一些內容。當然這是很多同學所害怕的，尤其是現在都用電腦打字的時代，同學們用手寫

的功力也會退化很多。 

基於「無法改變的事實」，各位考生要想在公共衛生學這一科要拿到高分，甚至說是滿分，

穆謙老師認為是件極可能的事情。特別給各位同學建議幾個方向： 

充分準備理論基礎 

公共衛生學的基本學理是千古不變的，所以這些基礎內容一定要能熟悉，這樣基本分數才

能穩住。其次是針對各年的考古題勤加練習，這的時候加入新的時事議題，就能夠取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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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元素。而混合出題的老師，會用新舊議題的比較來命題，本班的授課內容一定可以為

各位同學做好準備。 

管理準備各科時間 

公共衛生學要用什麼時間來準備呢？老師的答案是：利用頭腦清楚時來看系統性理論資

料，例如學理、各種數據資料…等，而利用瑣碎的時間來閱讀報章，尤其是中華衛誌、報

紙醫藥專欄、網站新聞…等。總之，要考上國家考試而言，考前的任何時間都不能浪費。 

時事題的準備方式 

利用休息時間可以上網、看報、逛各校網站，將看到的各種時事做成小卡片，每張小卡片

都紀錄你看到的時事、關鍵人、費用…等，這些都是歷年考古題的準備重點，尤其出在「衛

生時事」、「傳染病防治」、「公害與公衛」…都是合理的。 

順道提醒各位學員，目前有時衛生行政及公共衛生相關出題時，典試委員會用關鍵字英文書

寫的方式，鑑別考生準備的深度，因此平時準備及閱讀上也盡可能地去「中英對照」，因為

近年來的解釋名詞很多都是以英文出題，所以如果輸在看不懂英文題目，那麼真的就十分可

惜了。 

壹、公共衛生 

一、公共衛生學發展史 

台灣的公共衛生可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指 1895 年以前、日據時期、台灣光復後時期。 

 1895 年之前 

1895 年以前少有歷史記載，但依照日本征台時的經驗可知衛生條件極差，日本征台因戰

爭死亡人數為 164 人，但因罹患疾病死亡人數高達 4,642 人。當時島內鼠疫、霍亂、瘧疾

等傳染疫病到處橫行，而對於醫療資源極度缺乏，傳統醫學也相當缺乏。醫院的設立是在

Dr. George Leslie Mackay 來台灣傳教之後，1873 年設立馬偕醫院，此為現在馬偕紀念醫

院之前身。 

日據時期 

日據時期的衛生建設與教育是觀察重點，日本在占領台灣島之後，開始從事地方衛生的建

設，於台灣各地設置現代化的醫院，許多成為省立醫院之前身，1899 年設置第一所醫事

學校，1936 年台北帝國大學增設醫學部，後來成為台灣大學醫學院。但護理人員的培養

並無正式的規劃，且無培養牙醫、藥師或其他醫事人員的教育制度。 

日據時期重要的公共衛生防疫工作，記錄上有： 

鼠疫防治：實施台灣港口檢疫工作，並成立檢疫部，通報、隔離與治療病人，1901 年

開始進行滅鼠工作，1918 年後鼠疫絕跡。 

天花防治：公佈種痘規則，規定一歲以下兒童必須接種牛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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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亂防治：車船檢疫、病患隔離治療、大眾衛生教育。 

瘧疾防治：以奎寧治療病患、開設排水管、減少瘧蚊滋生。 

日據時期在衛生環境方面的努力有： 

設置自來水道，使供水衛生；設置下水溝，排除污水。 

推行住宅改良，重視住宅安全、採光、通風。 

強迫居家環境之清潔：全台春秋兩季大掃除。 

日據時期所展開的公共衛生工作成效。 

駐台日軍死亡率下降：43%（1897）→15%（1902）（Takekoshi, 1907） 

台灣居民健康獲得改善：男女平均餘命延長 

♂29 y/o, ♀30 y/o（1906）♂42 y/o, ♀47 y/o（1940） 

 

一九○六年，日人統治台灣初期，此地人民的平均壽命不過二十七歲。如今，已經上升到

七十六歲，而這近五十歲的壽命增加，除了戰後國民政府的努力以及美援的掖注之外，日

本殖民建設也功不可沒。 

位處亞熱帶與熱帶交界、四周環海的台灣，四季潮濕、夏季酷熱，雖然是孕育生命的寶島，

卻也是病菌容易孳生的環境。在清朝兩百多年間，台灣被視為邊陲荒境，甚少為朝廷所重

視，而移入台灣的漢民也都為各種熱帶疾病所苦。康熙年間，旅行家鬱永河在他的《裨海

紀遊》裏曾敘述：「然而人至即病者，特以深山大澤尚在洪荒，草木晦蔽，人跡無幾，瘴

癘所積，入人肺腸，故人至即病，千人一症，理固然也。」所指的瘴癘之地就是台灣。 

當時醫學常識落後，人們普遍認為疾病是由吸入瘴氣或者是做壞事而致。台灣居民面對瘴

癘，除了嚼食檳榔以抵禦瘴氣之外，尚乞求神明原諒、迎王爺、請媽祖來治療；最早在澎

湖馬公建造的天後宮，就是渡海來台的漢民為求航海平安及保佑健康而建造的。 

其實光緒年間，短暫治台的巡撫劉銘傳曾大力擘畫，試圖改善台灣的衛生狀況。根據《台

灣通史》記載，一八八六年他試辦官醫、官藥局，「招聘西人為醫生，以醫人民之病，不

收其費。」只是新政時間太短，尚無成效，劉銘傳即在一八九一年被清廷召回，而四年之

後，台灣即因甲午戰敗割讓給日本。 

日本之所以如此重視台灣公共衛生，是因已有前車之鑑。早在一八九五年將台灣納入版圖

之前，日本的南進政策已先行將觸角伸入了台灣，卻受到驍勇善戰的原住民抵抗。但是最

讓日本措手不及的並非原住民，而是台灣溽熱的氣候。一八七四年著名的牡丹社事件，根

據當時軍醫落合泰藏的統計顯示，日軍當時戰死者不過八人，但因病而亡的軍人卻有五百

四十七人，且平均每個軍人就診的次數是二至三次，這讓日本政府深深感受到，台灣的風

土是需要小心應付的。 

台灣光復後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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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行政組織體系發展－地方衛生行政體系的建立。衛生局（衛生處）的設立，隸屬於長

官公署（省政府）民政處，地方縣市政府設置衛生院（後改制為衛生局）。基層衛生工作

網的建立，每一鄉鎮均有衛生所。 

行政院衛生署在 1971 年成立中央最高衛生主管機關，設有「醫政、藥政、保健、防疫、

環境衛生、食品衛生」六處，處理衛生健康的政策與問題。修訂相關衛生法規，主導台灣

衛生政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的成立：1960 年－衛生署環境衛生處成立，1979 年台灣環境保護方案，

籌建完整的環保行政組織體系，1986 年—跨部會環境保護小組成立，1987 年環境保護署

成立，1991 年，各縣市政府均設立環境保護局。 

補充：重要的公衛成就 

疾病防治的成果： 

※瘧疾的撲滅，台灣的傲世成就，1950 年間仍有 120 萬人罹患，為十大死因之一，1965 年

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台灣為“瘧疾根除區”。 

※結核病的防治，1950 年省立結核病防治院成立，推行卡介苗預防接種。 1979 年排除於十

大死因之外。 

※醫事人力培育與醫療照護 

光復初期僅有台灣大學醫學院 

1947 年－台北醫事職業學校招收護理與助產科 

1953 年－台灣大學醫學院增設牙醫與藥學系 

1970 年－台灣大學醫學院增設復健醫學系 

1972 年－台灣大學醫學院增設公共衛生學系 

1995 年－台灣地區有 13 所醫學院、12 所醫事專科學校、14 所高級醫事學校。 

二、衛生行政與組織 

我國衛生行政組織原分為「中央、省、縣（市）」等三級，配合民國 88 年「地方制度法」

公佈施行，及政府完成「精簡台灣省政府組織」作業後，衛生行政組織業已簡化為「中央、

直轄市及縣（市）」二級。在中央，行政院衛生署為我國最高衛生行政機關，負責全國衛生

行政事務，並對各級地方衛生機關負有業務指導、監督和協調的責任。我國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之組織型態，歷經政府北伐、抗戰、國民政府遷臺等政局動盪亦隨之叠有更動，自民國

17 年 4 月，政府成立內政部衛生司後，隨後歷經九次改組，過程如下：  

民國 17 年 11 月改為衛生部  

民國 24 年 4 月改為內政部衛生署 

民國 25 年 11 月改為行政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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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27 年 4 月改為內政部衛生署  

民國 29 年 4 月改為行政院衛生署  

民國 36 年 5 月改為衛生部  

民國 38 年 5 月改為內政部衛生署  

民國 38 年 8 月改為內政部衛生司  

民國 60 年 3 月 17 日 改為行政院衛生署，迄今四十餘載 。 

行政院衛生署，初設有醫政處、藥政處、防疫處、保健處、環境衛生處及企劃室（民國 86

年 4 月 13 日改為企劃處 ）等五處一室。民國 71 年擴大編制，內部業務單位增設食品衛生

處，原「環境衛生處」改為「環境保護局」，民國 76 年環境保護局改制為行政院環境保護

局，正式脫離衛生署管轄。 

附屬機關方面，依成立先後順序，計有管制藥品管理局（成立於民國 24 年 7 月 1 日，原稱

「麻醉藥品管理處」，民國 88 年 7 月 1 日改名）、預防醫學研究所（成立於民國 64 年 7

月 1 日）、藥物食品檢驗局（成立於民國 67 年 9 月 20 日）、檢疫總所（成立於民國 78 年

7 月 1 日）及中央健康保險局（成立於民國 84 年 1 月 1 日）、中醫藥委員會（成立於民國

84 年 11 月 1 日）、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成立於民國 84 年 4 月 28 八日）、全民健康

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成立於民國 84 年 5 月 26 日）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成

立於民國 85 年 11 月 8 日）等。 

近年，為使衛生署組織保持活化，自民國 88 年起，便以「精簡組織，增加行政效率，建立

活力政府」、「落實政策訂定及執行之分工」及「重整現有資源，落實事權統一」等項原則，

逐步進行組織調整，近年完成之重要工作，有： 

整合防疫處、檢疫總所、預防醫學研究所等三個防疫單位，於民國 88 年 7 月 1 日成立「疾

病管制局」。 

配合政府精簡台灣省政府組織，收編「台灣省政府衛生處」，改制為衛生署中部辦公室，

36 家省立醫院及家庭計畫研究所、公共衛生研究所與婦幼衛生研究所，亦改隸為本署之

附屬機關，於民國 88 年 7 月 1 日統一掛牌運作。 

簡併四個國民保健體系，整合保健處、家庭計畫研究所、公共衛生研究所及婦幼衛生研究

所，於民國 90 年 7 月 12 掛牌成立「國民健康局」。 

重建結核病防治體系，將公共衛生業務回歸防疫體系，原「慢性病防治局」自民國 90 年

7 月起，改制「胸腔病院」，負責病患醫療照護。 

配合後 SARS 重建,再度進行衛生署組織再造工程，於民國 93 年 7 月 1 起將「醫政處」

改名「醫事處」。成立「護理及健康照護處」，專責推動山地離島醫療及長期照護服務

業務。「國際合作處」，專責國際衛生事務拓展業務。成立「醫院管理委員會」，專

責署立醫院及療養院之監督與管理。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6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財團法人

‧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醫藥品查驗中心 
‧國家衛生研究院  
‧藥害救濟基金會 

‧全民健保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 
‧全民健保爭議審議委員會 
‧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 
‧國民健康局 
‧中醫藥委員會 
‧中央健康保險局  
‧食品藥物管理局 
‧疾病管制局 

署立醫院 醫院管理委員會 

‧衛生教育推動委員會、訴願委員會、法規委員會 
‧國會聯絡組、科技發展組、全民健康保險小組 
‧護理及健康照護處、國際合作處、企劃處、醫事

處 
‧統計室、會計室、政風室、人事室、秘書室 
‧資訊中心 

主任秘書 
技監參事 

署長 

副署長 

財團法人

基隆醫院；台北醫院(城區院區)；雙和醫院；桃園醫院(新屋院區)；苗栗醫院；豐原醫

院；台中醫院；彰化醫院；南投醫院；嘉義醫院；朴子醫院；新營醫院(北門院區)；台

南醫院(新化院區)；旗山醫院；屏東醫院；恆春旅遊醫院；花蓮醫院(豐濱原住民院區)；
台東醫院(成功院區)；澎湖醫院；金門醫院。 
八里療養院；桃園療養院；草屯療養院；嘉南療養院；玉里醫院(祥和社區、新興、萬

寧、溪口復健園區)；樂生療養院；胸腔病院 
 

三、衛生福利部的變革 

以下取自楊前署長志良給的員工鼓勵信： 

目前衛生署的預防保健主要以急性醫療為主，在醫療的服務內只提供很少數的居家照顧，隨

著人口老化，家庭功能的衰減，不足以因應環境的快速變化，因此有了長期照護的需求，社

會也對長照有很高的期望，當然也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衛生署未來的作法是，要結合急性醫療與長期照護。預計在後年，2011 年，急性醫療

與長照結合之後，再結合福利服務，在很短的時間內要產生兩個很大的跳躍。將來，組織改

造上，內政部社會司的人員及業務以及衛生署將進行合併，成立衛生福利部，完成整合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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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為國人提供真正的全人照顧，也就是身、心加上社會福利服務，這是非常大的挑戰，複

雜度很高，需要內政部的夥伴與衛生署所有同仁共同努力。 

為了讓日後的組織整併更為完善，此刻，我們需要做幾件事，好好預作準備。在今年 7 月

21 日，我們邀請內政部長、次長、社會司長、兒童局長以及相關的高階主管來衛生署，彼

此互相做簡報，衛生署內所有的局處長也連袂出席，彼此交換意見，討論有關未來整合的相

關準備工作，從醫療到社會照顧，都是討論主題，我打算讓這樣的會議持續進行，以後的署

務會議也將持續邀請社會司長來參加，增加交流頻率；我本人也親自到內政部社會司的中部

辦公室 （位於中興新村）及台中市的兒童局向局長請益，跟那裡的同仁互動，瞭解業務，

這些前置作業需要更多時間、更縝密的計畫安排，我希望好的溝通能持續到明年底，才能讓

後年正式整併後兩部會可以無縫接軌，讓民眾沒有感覺政府組織有重大異動，同時還能提升

對國人服務的品質，推動的過程中壓力不小，但仍要持續進行。 

將來的衛生福利部底下會有司、署、局、科，各組織需做什麼事也幾乎都確定了，我們很感

謝內政部的夥伴們，大家愈來愈水乳交融。如何確保各局處同仁的權益不減，不影響人事、

工作內容等，這是非常大的挑戰。不過，我相信我們可以完成，因為十年前，衛生署將四個

單位合併成疾病管制局時，也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一路走來，相當不容易，現在的疾病管

制局運作得不錯；今年初，我們也將藥檢局、管制藥品管理局、藥政處、食品衛生處整併成

食品藥物管理局，在很短的時間內能進行組織改造，順利上路。 

在行政院的組織改造方案中，衛生署的變動最大，希望所有同仁要有耐心，以大局為重，多

為對方設想，各局處長能多照顧同仁，讓衛生福利部能順利整併成功。 

 

配合投影片 PH-01.ppt 補充教學 

貳、公共衛生組織 

一、公共衛生情勢分析 

目前健康衛生組織在衛生相關人員及民眾參與的努力下，醫療體系 雖已漸趨完善，民間產

業對於醫藥衛生的逐漸投入與重視，以及人民組織與民眾個人對健康認知與重視亦提升，且

在全球化與國際化以下，更促進知識與人才之交流，國內亦擁有優秀的醫療專業人才並逐步

提高國際能見度。但未來將仍面臨人口老化、環境及生活多樣化，慢性疾病增加；全球化、

地球暖化，新興傳染病威脅防疫體系；醫院垂直分工與水平合作機制，未有效整合；長期照

護需求增加，弱勢健康不平等；健保財務困境與現有體制仍須改善；食品及藥物安全與營養

保健等健康問題之挑戰。 

情勢分析 

健康衛生組織體系內部優勢（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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