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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非題（正確：請劃 A；錯誤：請劃 B）每題 2 分 

(    )1. 菸中含有的化學物質約 7000 多種，對人體有害的有

250 種，致癌物質更是超過 70 多種。 

(    )2. WHO 目前已將二手菸列為頭號致癌物。 

(    )3. 目前電子煙未納入菸害防制法，但含有尼古丁的電

子菸仍屬於藥事法的規範。 

(    )4. 酒精的學名為「乙醛」。 

(    )5. 酒精使心跳、血壓與耗氧量增加，提升高血壓、心

律異常、心臟病與腦中風的風險。 

(    )6. 檳榔的文化已有上千年，單吃檳榔子不具有健康危

害，不會致癌。 

(    )7. 我國政府核定 6 月 3 日是「檳榔防制日」。 

(    )8. 「境外移入」的意思是經海陸空傳染途徑，將國外

傳染病帶入國內，通常是國內未發生的傳染病，易造

成大流行。 

(    )9. 根據「台灣傳染病標準化發生率地圖」2019 年台北

市全區十大傳染病第一名為「流行性感冒」。 

(    )10. 出國旅遊應避免生食，並準備旅遊防疫包，回國入

境後感到不適，應盡速就醫。 

(    )11. 戴口罩或接種流感疫苗可以預防 A 型流感。 

(    )12. 流行性感冒只是症狀較一般感冒嚴重，會發燒、頭

痛、肌肉痠痛，並不會致死。 

(    )13. 諾羅病毒一年四季都可能感染，且所有的年齡層都

可能感染。 

(    )14. 新興傳染疾病「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的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依據目前流病資訊，患者

多數能康復，少數患者嚴重時將進展至嚴重肺炎、呼

吸道窘迫症候群或多重器官衰竭、休克等，也會死亡。 

二、選擇題：請選出最正確的答案，每題 2 分 

(    )15. 有關於「菸」的成分敘述，何者錯誤？(A)尼古丁會

使人產生心理依賴 (B)菸中的砷、汞會導致神經損傷 

(C)菸焦油為黃黑色黏液，有致癌性 (D)香菸不含輻射

物質。 

(    )16. 有關二手菸的敘述，何者錯誤？(A)側流菸是由吸菸

者吸入肺部後再吐出的煙 (B)側流菸的危害大於主流

菸 (C)側流菸佔二手菸的 85% (D)側流菸有較小的

微粒，易進入肺部深處。 

(    )17. 菸中的何種物質，容易造成血壓升高，增加心臟的

負擔？(A)尼古丁 (B)菸焦油 (C) 一氧化碳 (D)甲醛。 

(    )18. 下表香菸與兩種電子煙的比較，何者錯誤？ 

 傳統香菸 電子煙(不含

尼古丁) 

電子煙(含尼

古丁) 

尼古丁 有  有 

焦油 有  有 

成癮性 會 會 會 

 (A)尼古丁 (B)焦油 (C)成癮性。 

(    )19. 以下關於電子煙的描述，何者正確？ (A)電子煙可

以幫助戒菸 (B)電子煙的成分為甘油與香料，對身體

沒有傷害 (C)電子煙彈夾填裝著化學混合物與重金屬

等有害物質 (D)電子煙沒有爆炸的風險。 

(    )20. 哪些狀況是長期吸菸者容易面臨到的問題？(甲)眼

睛疾病惡化；(乙)皮膚乾燥、缺乏彈性；(丙)牙齒變黃、

變黑；(丁)性功能障礙；(戊)骨質密度下降；(已)罹患

癌症的比例高。(A)乙丙丁 (B)丙丁己 (C)甲乙丙丁

己 (D)甲乙丙丁戊己。 

(    )21. 光光想要戒菸，身為朋友的亮亮想要幫助他，以下

做法何者不恰當? (A)建議他去看戒菸門診 (B)成為

他的心理支持，陪伴光光一起戒菸 (C)買替代品給光

光，例如:成分單純且不含尼古丁的電子菸 (D)介紹他

戒菸專線 0800-636363。 

(    )22. 如果秀賢要和客戶喝酒應酬，為了確保安全，提醒

秀賢應該怎麼做？(A)喝酒能促進血液循環，因此建議

不醉不歸 (B)沒有喝醉，可以自行開車回家 (C)改搭

計程車或請家人來接 (D)避免負法律責任，所以請喝

比較少酒的同事開車送他回家。 

(    )23. 根據法律規定菸酒不得販賣給幾歲以下之青少年？ 

(A)14 歲 (B)16 歲 (C)18 歲 (D)20 歲。 

(    )24. 以下何者是長期酗酒可能對健康的影響？(A) 心臟

病 (B)肝硬化 (C)胃出血 (D)以上皆可能。 

(    )25. 阿豪和三個朋友到酒吧喝酒，大夥正在討論「酒」

的議題，請問誰說錯了？ (A)阿豪：我每次喝了酒，

便開始大聲說話，做平常不敢做的事，所以酒精是一

種中樞神經興奮劑 (B)小雅：當血中酒精濃度升高

時，酒精會壓抑了某些大腦中樞活動，難怪大多人都

會出現「酒後吐真言」的情形 (C)為真：酒精會造成

神經反應遲緩，所以我酒後絕不開車 (D)彥志：體內

吸收的酒精靠肝臟處理，飲酒過量很傷肝，所以別喝

太多。 

(    )26. 下列有關「酒」的敘述，何者錯誤？ (A)酒精每毫

升含有 7 大卡的熱量，可以做為營養來源 (B)駕駛酒

測值如果超過 0.15mg/L，即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法條

例，最高罰 12 萬元 (C)一喝酒就臉紅，代表體內缺乏

一種代謝乙醇的酵素，罹癌機率高 (D)酒醉者的視

力、平衡感與反應能力比平常差，因此酒後駕車容易

引發事故。 

(    )27. 「胎兒酒精症候群」可能有哪些症狀？(A)胎兒生長

遲緩 (B)顱面異常 (C)發育不良 (D)以上皆可能。 

(    )28. 下列關於「酒精的身體之旅」何者錯誤？(A)於口腔

中透過擴散作用進入血液 (B)藉由血液與血管，將酒精

送往身體各處 (C)肝臟代謝出的乙醛為一級致癌物 

(D)酗酒者的腎臟因長期修復發炎會產生結疤，導致需

要長期洗腎。 

(    )29. 紅灰主要成分為______及一些香料混合而成，將使

口腔黏膜表皮被破壞，導致表皮細胞產生變異現象，

幫助癌細胞滋長。空格應填入 (A)白灰  (B)太白粉 (C)

紅糖  (D)麵粉。 

(    )30. 下列有關檳榔相關敘述，何者錯誤？(A)口腔癌患者

中，少部分的人有嚼檳榔的習慣 (B)檳榔中的檳榔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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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心跳加速，血壓上升，增加冠狀動脈疾病風險 (C)

檳榔加上紅灰、荖花或荖葉等一起嚼食，易使牙齒磨

損，形成牙周病 (D) 除了口腔癌，也易引起食道癌

與咽喉癌。 

(    )31. 口腔癌的前期症狀不包括下列何者？ (A)嘴巴張

不開 (B)口腔黏膜粗糙變白 (C)久咳不癒 (D)頸部

出現不明腫塊。 

(    )32. 發現有人亂吐檳榔汁與檳榔渣時，可以透過哪一個

專線向環保局檢舉？ 

(A)0800-001922 (B)0800-531531 (C)0800-636363 

(D)0800-066666。 

(    )33. 同時抽菸、喝酒、嚼檳榔的人，罹患口腔癌的比率

為無不良嗜好者的？(A)23 (B)123 (C)66 (D)531 倍。 

(    )34. 30 歲的白叔講話時總是血盆大口，又會亂吐紅汁與

紅渣，牙齒還黑黑的，以下關於白叔何者正確？(A)他

若被檢舉，須接受 4 小時的戒檳班講習，不用罰錢 (B) 

亂吐紅汁與紅渣是因為過勞而吐血，須立刻送醫 (C)

因為嚼檳榔所以牙齒很黑、牙齒磨損 (D)建議白叔喝

酒抒發壓抑的心情。 

(    )35. 傳染病的發生必須具備哪三要素？(甲)直系親屬遺

傳；(乙)病原體的存在；(丙)適當的傳染途徑；(丁)抵

抗力弱的人體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    )36. 若自行服用含_______之藥物，可能會有劑量不足或

未按時服藥的行為，進而導致抗藥性的產生。以下何

者為空格處應填的答案？(A)興奮劑 (B)抗生素 (C)

鎮靜劑  (D)咖啡因。 

(    )37. 近 20 年來只要出現在人類身身上的傳染病，並且有

「_____」、「_____」、「_____」等任一情況，便可稱之

為「新興傳染病」？(甲)發生率快速增加；(乙)地理分

布擴張；(丙)發展出新的抗藥性機制；(丁)已經有超過

十萬人感染；(戊)變異能力較弱 (A)甲乙丁 (B)甲乙

丙 (C)乙丙丁 (D)乙丁戊。 

(    )38. 出國前可參考疾病管制署「國際旅遊與健康」專區，

或撥免付費防疫專線，以下何者為專線電話？(A)1922 

(B)1965 (C)1980  (D)1925。 

(    )39. 下列關於傳染病病原體的敘述，何者錯誤？ 

傳染病 流感 腸病毒 登革熱 肺結核 

病原體 

流感病

毒，A 型

易變異而

造成大流

行 

腸病毒是

一群經由

腸道傳染

的病毒 

登革病毒

藉由埃及

斑蚊或白

線斑蚊傳

染 

厭氧結核

桿菌 

 (A)流感 (B)腸病毒 (C)登革熱 (D)肺結核。 

 

 

 

 

 

(    )40. 下列關於傳染病傳染途徑的敘述，何者錯誤？ 

傳染

病 
腸病毒 諾羅病毒 登革熱 肺結核 

傳染

途徑 

食物與水 

飛沫傳染 

食物與水 

飛沫傳染 

蚊蟲叮咬 

飛沫傳染 

空氣傳染

飛沫傳染 

 (A)腸病毒 (B)諾羅病毒 (C)登革熱 (D)肺結核。 

(    )41. 哪一個傳染病目前無法藉由施打疫苗來預防？ 

(A)流感 (B)諾羅病毒 (C)肺結核 (D)B 型肝炎。 

(    )42. 使用「公筷母匙」、避免重複使用注射針頭，可預防

下列何種疾病？ (A)登革熱 (B)腸病毒 (C)肺結核 

(D)病毒性肝炎。 

(    )43. 敏妮發燒不退，手腳出現紅疹與水泡，請問他可能

感染了下列何種疾病？(A)SARS (B)腸病毒 (C)諾

羅病毒 (D)登革熱。 

(    )44. 欣恩懷疑自己可能罹患肺結核，請問她可以用何種

方式確認？(A)抽血檢驗 (B)胸部 X 光檢查及驗痰 

(C)驗尿液 (D)做心電圖。 

(    )45. 關於登革熱的預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目前

沒有登革熱疫苗可施打 (B)登革熱不會人傳人 (C)

撲滅蚊蟲用蚊香與電蚊拍最有效 (D)登革熱的病媒

蚊為白線斑蚊與埃及斑蚊。 

(    )46. 病毒性肝炎的類型有(甲)A 型肝炎  (乙) B 型肝炎

(丙) C 型肝炎  (丁) D 型肝炎 (戊) E 型肝炎，根據課

本內容，其中與肝癌關係較大的是哪些？(A)甲乙  (B)

甲乙丙  (C)乙丙丁  (D)乙丁戊。 

(    )47. 病毒性肝炎的類型有(甲)A 型肝炎  (乙) B 型肝炎

(丙) C 型肝炎  (丁) D 型肝炎 (戊) E 型肝炎 中，藉由

「接觸受汙染的食物和患者糞便」的方式傳染的有哪

些？(A)甲乙  (B)甲戊  (C)乙戊  (D)乙丙丁。 

(    )48. 開放性肺結核病人必須長時間定期接受治療，且至

少服藥幾個月以上，才能真正將肺結核根除治癒，減

少傳染的機會？ (A)四個月 (B)五個月 (C)六個月 

(D)七個月。 

(    )49. 關於肺結核的敘述，何者錯誤？(A)肺結核的症狀有

食慾不振、體重減輕、夜間盜汗等 (B)目前無藥可醫 (C)

紫外線照射和熱水煮沸是結核菌最佳滅方法 (D)是台

灣傳染病感染率第一名的疾病。 

(    )50. 下列何者是肝硬化的原因？ (A)感染 B 型肝炎 (B)

酗酒 (C)藥物性肝炎惡化 (D)以上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