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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全國離島及偏遠地區國小學童防疫測試競賽 

第三期評量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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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選擇題(第 1~20 題，每題 2 分，第 21~40 題，每題 3 分，共 100 分) 

第 1~20 題，每題 2 分 

01、（4）有關聯合國愛滋規劃署對於愛滋病防治，提出於 2020 年前達到 90-90-90 之目

標，請問下列敍述何者不正確？ 

（１）90%的感染者知道自己的感染狀態。 

（２）90%的患者接受治療服藥。 

（３）90%的感染者服藥後，體內測不到病毒量。 

（４）全世界有 90%人口感染愛滋病。 

02-、（1）請問下列何者不是愛滋病傳染途徑？  

（１）接觸傳染：共用桌椅時會有感染的可能。 

（２）母子垂直感染：嬰兒會由其已感染病毒的母親在妊娠期、生產期、或因

授乳而得到愛滋病毒。 

（３）血液傳染：輸進或接觸被愛滋病毒污染的血液、血液製劑。 

        （４）性行為傳染：與愛滋病毒感染者發生口腔、肛門、陰道等方式之性交或

其他體液交換時，均有受感染的可能。 

03、（4）下列何者不是六大類食物的分類項？  

（１）全榖雜糧類。 

（２）豆魚蛋肉類。 

（３）水果類。 

（４）牛奶類。 

04、（4）請問有關愛滋病潛伏期、空窗期的說法，何者不正確？  

（１）潛伏期的一種說法，是指感染後約 2-6 星期，會出現感冒樣的原發性感

染症狀。 

（２）潛伏期的另一種說法，是指感染愛滋病毒後到出現臨床症狀的期間，一

般是 5-10 年(目前稱為隱形期或次臨床期)。 

（３）空窗期是指，已感染愛滋病毒，卻在血液或體液還檢驗不出愛滋病毒抗

原或抗體的期間。 

（４）許多患者在空窗期或潛伏期時，沒有症狀，也不具有傳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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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請問近視幾度為高度近視？  

（１）沒有界定。 

（２）小於等於 700 度。 

（３）大於等於 600 度。 

（４）大於等於 500 度。 

06、（3）請問流行性腮腺炎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１）流行性腮腺炎是由流行性腮腺炎病毒所引起，屬於急性病毒性疾病。 

（２）MMR 疫苗是用來預防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的活性減毒疫苗，其預

防效果平均可達 95％以上，並可獲得長期免疫。 

（３）流行性腮腺炎屬於母體垂直感染。 

（４）腮腺炎有些會引起腦膜炎、腦炎或聽覺受損。 

07、（4）請問吃生的豬肉、牛肉或魚肉，會有哪些寄生蟲幼蟲？  

（１）藍光蟲及紅光蟲。 

（２）甲蟲及麵包蟲。 

（３）蟯蟲。 

（４）肝吸蟲及絛蟲。 

08、（1）請問使用 3C 產品應該使用多久，休息多久？  

（１）使用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 

（２）使用 20 分鐘休息 1 分鐘。 

（３）使用 40 分鐘休息 25 分鐘。 

（４）使用 50 分鐘休息 5 分鐘。 

09、（4）班上這學期轉入一位新的愛滋學童，請問你要怎麼辦？ 

（１）全班集體排擠他。 

（２）與老師說不要和他一同上課。 

（３）自行轉校。 

（４）不做不公平待遇或歧視的對待。 

10、（2）有關 3C 產品應加註警語，下列何者不正確？  

（１）3C 對眼睛產生的影響有乾眼症、視神經病變等。 

（２）筆記型電腦與平版電腦不屬於 3C 產品範圍。 

（３）未滿 2 歲幼兒不看螢幕，2 歲以上每天看螢幕不要超過 1 小時。 

（４）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各不小於 2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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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請問哪些人是蟯蟲感染的危險群？ 

（１）70 歲的獨居老人。 

（２）35 歲壯年，家庭人數四人。 

（３）18 歲的青少年，家庭人數三人以下。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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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小強最近喜歡吃糖果、巧克力、全糖飲料，請問攝取過多糖類會有什麼壞處呢？  

（１）身體健康，有助長高。 

（２）容易蛀牙外，還會誘發胰島素抗性，增加肥胖、代謝症候群的機會。 

（３）增強視力，降低近視風險。 

（４）保護牙齒，強壯骨骼。 

13、（3）請問有關水果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１）水果可提供維生素 C。 

（２）每餐吃一個拳頭的份量。 

（３）可以用水果取代米飯、麵包。 

（４）水果外皮富含膳食纖維，並且應選擇當季水果。 

14、（1）請問愛滋病會破壞人體的什麼系統，使病患的身體抵抗力降低？  

（１）免疫系統。 

（２）中樞神經系統。 

（３）周邊神經系統。 

（４）呼吸系統。 

15、（1）請問保護眼睛六招，下列何者正確？ 

（１）每日戶外活動 2-3 小時。 

（２）飲食高油炸、甜點每天 3 碗。 

（３）斜眼看書。 

（４）趴著寫字。 

16、（3）小愛感染了流行性腮腺炎，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１）流行性腮腺炎的傳染窩是人。 

（２）致病原為副黏液病毒屬之流行性腮腺炎病毒。 

（３）尚無疫苗可以預防感染。 

（４）可經由接種疫苗預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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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小花最近發燒、頭痛、耳下腺腫大、唾液腺腫大且會有壓痛，請問她可能得到

什麼疾病？  

        （１）愛滋病。  

        （２）恙蟲病。  

（３）流行性腮腺炎。  

（４）登革熱。  

18、（3）A 同學最近覺得肛門搔癢，用膠紙肛圍擦拭法檢查後，發現有蟲卵，請問她可

能感染什麼？  

（１）中華肝吸蟲。  

（２）黃疸。  

（３）蟯蟲。  

（４）肝吸蟲。 

19、（4）請問流行性腮腺炎的潛伏期為多久？  

（１）屬於慢性傳染病，潛伏期為 10 年。 

（２）屬於急性傳染病，潛伏期為 12 小時。 

（３）約為 35-50 天(最短 30 天，最長 90 天)。 

（４）約為 16-18 天(最短 12 天，最長 25 天)。 

20、（2）請問流行性腮腺炎傳染方式為？  

（１）飲食不均衡。 

（２）飛沫及直接接觸感染。 

（３）母體垂直及基因缺陷感染。  

（４）針頭共用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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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40 題，每題 3 分 

21、（1）約翰得了蟯蟲，王醫師給予治療，請問有關蟯蟲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１）治療通常需要二次療程，第一次治療殺死成蟲。但可能殘存蟲卵，故在

二周後需要再投藥一次，同住的家人通常也需要治療。 

（２）治療通常需要五次療程，第一次治療殺死幼蟲。第二次殺死成蟲，第三

次再次滅菌，第四、五次同住家人也需要治療。 

（３）治療只需要一次，只需要感染者接受治療即可。 

        （４）感染蟯蟲的家人接受治療即可，因為可藉由群體免疫讓約翰的蟯蟲消失 

22、（2）請問有關愛滋病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１）愛滋病的空窗期約為 3-12 週。 

（２）在台居留的外國人，如果發現愛滋感染，會被強制出境，永遠無法再入

境。 

（３）我國允許符合一定臨床條件且健康狀況穩定的愛滋感染者，得捐贈器官

予其他愛滋感染者使用。 

（４）感染愛滋病毒的人可以擔任廚師工作。 

23、（4）請問如何預防愛滋病(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１）安全性行為：單一固定的性伴侶，避免嫖妓、援交、一夜情。 

（２）性行為時要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若需要使用潤滑液，應選用水性潤滑

液，不可使用油性潤滑物質（如嬰兒油、凡士林），以避免保險套破損。 

（３）不要共用注射針頭、針筒、稀釋液。 

（４）以上皆是。 

24、（1）請問下列何者鈣質含量最多？  

（１）1 杯 240 ml 的牛奶。 

（２）1 杯 200 ml 的無糖豆漿。 

（３）5 顆小南瓜子。 

（４）兩塊手掌大的蘋果。 

25、（1）請問下列何者是維持甲狀腺健康，同時也是智力正常發展所必需的？ 

（１）碘。 

（２）磷。 

（３）鈣。 

（４）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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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下列有護眼的行動，下列何者不正確？  

        （１）寫字光線要充足，桌面照度要 350 米燭光。 

        （２）看書保持 35-45 公分的距離。 

  （３）用眼 30 分鐘記得休息 10 分鐘。 

        （４）每 10 年檢查視力一次 

27、（4）小美最近學到防疫 12 招，請問下列何者是正確？        

（１）吃熟食、煮沸水。 

（２）咳嗽戴口罩。 

（３）防疫專線 1922。 

（４）以上皆是。 

28、（4）每日飲食中，添加糖的攝取量不宜超過總熱量的 10%，請問下列何者不是添加

糖？ 

（１）砂糖。 

（２）蔗糖。 

（３）白糖。 

（４）人工甜味劑及自然存在食物內的糖，例如牛奶和水果中的糖。 

29、（4）請問要如何避免蟯蟲散播傳染及再復發？ 

        （１）床單、內衣褲應每天換洗。 

（２）注意個人衛生，飯前、便飯洗手及時常修剪指甲。 

（３）避免咬指甲和抓肛門的動作，降低重複感染的機會。 

（４）以上皆是。 

30、（3）請問國民飲食指標 12 項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１）三餐應以全穀雜糧為主食。 

       （２）多蔬食少紅肉，多粗食少精製。 

       （３）飲食盡量以油炸和高脂高糖食物為主，避免含糖飲料。 

       （４）母乳哺餵嬰兒至少 6 個月，其後並給予充分的副食品。 

31、（3）下列有關流行性腮腺炎敘述，何者不正確？  

       （１）維持良好衛生習慣，在碰觸口鼻前，要先把手洗乾淨。 

       （２）全年均有通報病例。 

       （３）成人不會感染。 

       （４）好發於 4~9 歲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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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請問下列關於蔬菜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１）每餐吃的蔬菜量約自己的大拇指大小即可。 

（２）吃蔬菜可以維持腸道健康，幫助排便。 

（３）蔬菜含維生素及礦物質。 

（４）蔬菜還有有益健康的植化素，例如：花青素、茄紅素、多醣體等。 

33、（1）請問下列何者不是預防腸道寄生蟲的方式？  

（１）出現疑似腸道寄生蟲感染症狀時無需理會，胃酸即可消滅。 

（２）飲用水需經煮沸後飲用才安全。 

（３）注意個人衛生，勤剪指甲，養成飯前、便後勤洗手的習慣。 

（４）不生食（包括蔬菜、豬肉、牛肉及魚肉等）。 

34、（1）維持健康，必須每日應有充分的身體活動，請問下列有關身體活動的敘述，何

者正確？  

（１）每週累積至少 150 分鐘中等費力身體活動，或是 75 分鐘的費力身體活

動。 

（２）每週 150 分鐘低等費力身體活動，或是 10 分鐘的費力身體活動。 

（３）每週 20 分鐘低中等費力身體活動，或是 20 分鐘的不費力身體活動。 

        （４）每週 120 分鐘低等費力身體活動，或是 30 分鐘的費力身體活動。 

35、（4）有關流行性腮腺炎的病人及接觸者處理，何者為不正確？  

（１）隔離：自腮腺開始腫大隔離 5 日，應戴口罩進行呼吸道隔離防治措施。 

（２）消毒：消毒任何曾受鼻、喉分泌物污染之物品。 

（３）檢疫：易感染宿主於暴露後 12～25 天內宜避免上學或上班。 

（４）接觸者處理：易感宿主口服預防藥，每週三次，一次三顆。 

36、（4）請問常見腸道寄生蟲病的敘述，何者正確？  

（１）90%阿米巴原蟲感染者，症狀為消化不良、右上腹痛和肝臟腫大。10%的

感染者感染後身體會自然痊癒。 

（２）絛蟲感染常見症狀為發燒、寒顫、血便或黏液軟便。 

（３）出現疑似腸道寄生蟲感染症狀時，可自行到藥局購買驅蟲藥。 

（４）絛蟲感染常見症狀包括不明原因腹痛、食欲降低、噁心、營養失調及體

重減輕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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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請問哪些人需要做愛滋病毒檢驗？  

（１）有性行為者，建議至少進行 1 次檢驗。 

（２）若有感染風險行為（如與人共用針具、多重性伴侶、合併使用成癮性藥

物、感染性病等），則建議每 3 至 6 個月檢驗 1 次。 

（３）有無套性行為者，建議每年至少進行 1 次檢驗。 

（４）以上皆是。 

38、（2）請問蟯蟲怎麼傳播到人體？  

        （１）經由蚊蟲叮咬而傳染。 

（２）經由污染的飲食、物品或手指等食入蟲卵，或吸入附著在空氣灰塵中的

蟲卵而感染。 

（３）經由自來水吸附在人體皮膚中。  

（４）經由植物粉塵傳染吸入人體體內。 

39、（4）請問環境友善綠飲食的好處，下列何者正確？  

（１）環境永續：蛋白質來源的食物中，以豆製品(如豆腐)排放的溫室氣體最

低。 

（２）低飽和脂肪：蛋白質來源多選擇豆製品、魚類，可以避免吃進不利健康

的飽和脂肪。 

（３）富含膳食纖維：增加蔬菜、水果、豆類、未精緻全榖雜糧等植物性食物

的攝取量，促進腸胃蠕動。 

（４）以上皆是。 

40、（1）請問下列有關護眼的敘述，何者正確？  

（１）每 1 年定期檢查視力，2 歲後 1 天觀看 3C 產品螢幕不超過 1 小時。 

（２）用眼 50 分鐘，休息 2 分鐘。 

（３）年紀越小近視，度數增加越慢，因此不用擔心小孩近視。 

（４）以上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