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註：來信請備註指導老師姓名，

以方便將獎品寄回。 

109 學年度全國離島及偏遠地區國小學童防疫測試競賽 

第二期評量試卷 
 

學校：____________國小    班級：四、五年__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單一選擇題(下列各題都只有一個正確答案，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01、（ ）傳染性結核病患者可透過何種方式傳染給別人？ 

（１）吐痰、咳嗽、講話、唱歌或大笑時。 

（２）捐血。 

（３）視訊。 

（４）蚊蟲叮咬。 

02、（ ）共用梳子、髮飾、帽子、圍巾、毛巾等，容易感染什麼疾病？ 

（１）肥胖。 

（２）頭蝨。 

（３）愛滋病。 

（４）結核病。 

03、（ ）預防腸道寄生蟲的方法，下列何者最適合？ 

（１）生吃蔬菜。 

（２）生水直接飲用。 

（３）注意個人衛生，勤剪指甲，養成飯前、便後勤洗手的習慣。 

（４）使用新鮮糞便施肥。 

04、（ ）有關視力保健，下列何者正確？ 

（１）關燈使用手機，藍光可以保護眼睛。 

（２）眼睛使用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 

（３）眼睛使用 40 分鐘，休息 5 分鐘。 

（４）眼睛使用 50 分鐘，休息 5 分鐘。 

05、（ ）世界衛生組織宣示在西元幾年消除結核？ 

（１）2030。 

（２）2055。 

（３）2035。 

（４）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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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下列哪一項不是頭蝨的傳染途徑？ 

（１）頭碰頭直接接觸傳染。 

（２）梳子、頭巾間接傳染。 

（３）血液輸血傳染。 

（４）枕頭、床鋪、地毯間接傳染。 

07、（ ）請問下列何者是都治計畫執行的對象？ 

（１）服用抗結核藥物之疑似或確診結核病個案。 

（２）接受潛伏結核感染治療者。 

（３）接受漢生病治療者。 

（４）以上皆是。 

08、（ ）請問近視多少度是高度近視？ 

（１）度數大於 100 度。 

（２）度數大於 500 度。 

（３）度數大於 1000 度。 

（４）度數大於 1200 度。 

09、（ ）請問有關「都治計畫」（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Course, DOTS）的敘

述，下列何者正確? 

（１）沒參加都治計畫的結核病患，比參加都治計畫者，具有高的服藥遵從

率。 

（２）都治計畫執行對象為腸道經常腹瀉的人。 

（３）觀察員可由家屬擔任，每週執行 3 日之關懷服藥。 

（４）應由經過訓練並且客觀的觀察員執行「送藥到手、服藥入口、吞下再

走」，每週至少執行 5 日（含）以上之關懷服藥。 

10、（ ）小安經醫師診斷後確定感染頭蝨，請問她接下來應該怎麼做？ 

（１）使用衛生福利部核可去除頭蝨專用之洗髮劑或藥品，並遵守醫囑及藥品

標示使用方法與注意事項。沖洗頭髮時應避免身體其他部位接觸到藥品。 

（２）使用行政院核可去除頭蝨專用之洗手乳，並遵守醫囑及藥品標示使用方

法與注意事項。沖洗頭髮時應避免身體其他部位接觸到藥品。 

（３）使用坊間的專業用潤髮乳，並遵守醫囑及藥品標示使用方法與注意事項。

沖洗頭髮時應避免身體其他部位接觸到藥品。 

（４）使用水晶肥皂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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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何者不是好的護眼方式？  

（１）每天戶外活動 2-3 小時以上。 

（２）均衡飲食。 

（３）每五年檢查視力 1 次。 

（４）不要躺著看書。 

12、（ ）下列有關頭蝨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１）可能會因頭皮發癢而抓傷頭皮，引起疼痛，並導致細菌感染。 

（２）在感染者身上的頭蝨與蟲卵全部清除前，皆具有傳染力。 

（３）成蟲呈現灰白色，寄生在人類的頭髮中約可存活 30 天。 

（４）感染者一旦感染後，終生免疫。 

13、（ ）請問頭蝨會寄生在人體的哪裡？ 

（１）眼睛內，透過淚液為營養來源。 

（２）手掌跟腳皮，透過皮質增生做為蟲卵的營養來源。 

（３）頭、頸的毛髮中，頭皮、髮根、耳後等處都可見其蟲卵。 

（４）肺部，因為頭蝨是透過飛沫傳染而感染，會停留在肺部中。 

14、（ ）請問什麼是蟯蟲？ 

（１）一種生活在水裡的蚊蟲，因為身體會圍繞一圈，故名蟯蟲。 

（２）一種小而白色的腸道寄生蟲，又叫針狀蟲。 

（３）一種藉由飛沫傳染後會寄生在肺部的細菌，又稱甲線蟲。 

（４）一種小而黃色寄生腦部的病毒，又叫日本腦炎。 

15、（ ）有關結核病的敘述，下列何者為真？ 

（１）女性發病率較男性高。 

（２）在臺灣，主要發生季節為夏秋季節交接時。 

（３）結核病是一種慢性傳染病。 

（４）發病的症狀是嚴重腹瀉及腦部不正常放電。 

16、（ ）下列何者不是中華肝吸蟲感染的症狀？ 

（１）食慾不振腹瀉、消化不良。 

（２）無力、腹脹。 

（３）上腹部不適。 

（４）食慾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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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下列何者是潛伏結核感染的檢測方式？ 

（１）丙型干擾素釋放試驗(IGRT)、結核菌素測驗。 

（２）丙型干擾素釋放試驗(IGRZ)、器官結核菌素測驗。 

（３）丙型干擾素釋放試驗(IGRA)、皮膚結核菌素測驗。 

（４）丙型干擾素釋放試驗(IGRF)、抽血結核菌素測驗。 

18、（ ）小明喜歡吃 3 分熟牛肉及 5 分熟豬肉，請問對他的身體可能會有何影響？ 

（１）促進身體代謝，達到減脂效果。 

（２）容易使血壓上升，血氧降低。 

（３）吃生食可以增加免疫能力，容易使血管擴張。 

（４）身體內易有寄生蟲，如肝吸蟲及絛蟲。 

19、（ ）小花喜歡吃深綠色蔬果、每天也會固定到戶外活動 4 個小時，請問最能預防

什麼呢？ 

（１）可預防近視度數加深。 

（２）可預防恙蟲病。 

（３）可預防頭蝨。 

（４）可預防蛀牙。 

20、（ ）下列何者是感染蟯蟲的高危險群？ 

（１）20 歲大學生，如宿舍人數愈多時，總體感染率愈低。 

（２）3 歲至 7 歲幼童，如家庭小孩人數愈多或環境愈擁擠時，其家人感染率

也愈高。 

（３）30 歲上班族，如家庭老人人數愈多或環境愈寬敞時，其老人感染率也愈

高。 

（４）70 歲退休族，如家庭中青少年人數愈多時，總體感染率也愈低。 

21、（ ）請問看書要保持多少距離？ 

（１）35-45 公分。 

（２）趴著看書。 

（３）20-25 公分。 

（４）15-25 公分。 

22、（ ）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可以避免感染傳染病，請問下列哪種病不會因為良好的

衛生習慣而不會得到？ 

（１）頭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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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結核病。 

（３）登革熱。 

（４）蠶豆症。 

23、（ ）請問多久要檢查視力一次？ 

（１）每一年定期檢查。 

（２）每三年不定期檢查。 

（３）每五年定期檢查 

（４）每十年定期檢查。。 

24、（ ）下列有關視力保健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１）高度近視是指近視度數大於 350 度。 

（２）幼兒 2 歲前不看螢幕，2 歲後 1 天不超過 1 小時。 

（３）多吃深綠色蔬果。 

（４）用眼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 

25、（ ）請問什麼是潛伏結核感染？ 

（１）是沒有症狀，身體裡也沒有結核菌，不具有傳染性，但胸部 X 光檢查為

異常者。 

（２）是胸部 X 光檢查肺部二分之一呈現白色，極具傳染性者。 

（３）是沒有症狀，胸部 X 光檢查也正常。只有進行潛伏結核感染檢驗，才會

呈現陽性反應，知道身體裡面有結核菌。但因為沒有發病，所以不具有

傳染性。 

（４）是有夜間盜汗、三個月瘦 10 公斤等症狀，胸部 X 光檢查肺部二分之一

呈現白色，具有傳染性者。 

26、（ ）如何預防蟯蟲？ 

（１）飯前、飯後洗手。 

（２）經常修剪指甲，避免藏污納垢。 

（３）儘量避免在地上玩耍。 

（４）以上皆是。 

27、（ ）如果你想知道傳染病相關問題時，可撥打哪個電話號碼？ 

（１）1999。 

（２）1993。 

（３）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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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1922。 

28、（ ）請問下列哪一種傳染病需要治療的時間最長？ 

（１）痢疾。 

（２）鼠疫。 

（３）結核病。 

（４）流感。 

29、（ ）請問讀書時光線要充足，桌面照度至少要多少米燭光？ 

（１）250 米燭光以下。 

（２）350 米燭光以上。 

（３）750 米燭光以上。 

（４）昏暗微光。 

30、（ ）小王喜歡喝現打蔬果汁、喝生飲水，最有可能發生下列何種狀況？ 

       （１）腹部不適、腹瀉、嘔吐。 

       （２）結核病。 

       （３）頭蝨。 

       （４）流感。 

31、（ ）在密不通風的空間裡，下列哪種疾病容易傳染？ 

       （１）愛滋病。 

       （２）蛀牙。 

       （３）登革熱。 

       （４）結核病。 

32、（ ）請問感染到蟯蟲的患者，要怎麼避免散播？ 

（１）白天可以開窗曝曬室內，以殺死蟲卵。 

（２）床單、內衣褲應每三個月換洗。 

（３）時常坐地板上，可以有效預防蟯蟲傳染及散播。 

（４）留指甲可以預防蟯蟲感染。 

33、（ ）請問下列何者不是有效防治結核病的方法？ 

（１）接種卡介苗。 

（２）改善居住環境，避免過度擁擠。 

（３）居住密閉空間，自行買成藥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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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加強病人之追蹤管理，直接監督病人服藥，接觸者進行檢查。 

34、（ ）嬰兒接種卡介苗，主要是為了預防哪一種疾病？ 

（１）愛滋病。 

（２）肺結核。 

（３）頭蝨。 

（４）蟯蟲。 

35、（ ）請問下列有關視力保健的敘述，何者不適合？ 

（１）為了訓練視力，要勤打電動。 

（２）眼睛看不清楚時，要找醫師診斷，不要自行購買來路不明的眼鏡配戴。 

（３）保持良好視力，除了睡眠要充足外，作息也要規律。 

（４）高度近視易產生早年性白內障、青光眼、視網膜剝離及黃斑部病變。 

36、（ ）小華最近感染到蟯蟲，請問她會有什麼症狀？ 

（１）發燒、喉嚨痛。 

（２）眼睛腫大，脖子變粗。 

（３）肛門搔癢。 

（４）呼吸窘迫、換氣困難。 

37、（ ）小花最近感冒，但症狀逐漸嚴重，咳嗽超過三週、體重減輕、夜間盜汗，請

問她可能得了？ 

（１）頭蝨。 

（２）結核病。 

（３）恙蟲病。 

（４）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 19 )。 

38、（ ）請問結核病菌感染人體後，主要的發病部位是哪裡？ 

（１）腎臟。 

（２）肝臟。 

（３）肺臟。 

（４）心臟。 

39、（ ）請問有關頭蝨敘述，下列何者不適合？ 

（１）兒童較大人容易感染頭蝨。 

（２）感染頭蝨，家人也要一起接受檢查與治療。 

（３）消滅頭蝨最好方式是留長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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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頭蝨的感染症狀是，頭部常有不明原因的搔癢感。 

40、（ ）請問有關潛伏結核感染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１）潛伏結核感染者終身有約 10%的發病機會，且可能在任何時候發病。 

（２）潛伏結核治療要 3 年以上。 

（３）身邊有潛伏結核感染的朋友，完全不用擔心有一天會被傳染。 

（４）年輕身體好，潛伏結核感染者不吃藥也會自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