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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巿政府衛生局所屬衛生所 110年度護理人員甄選試題 
准考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                  

※(一)考試時間：1.5小時 

(二)本試題為單選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三)本科目共 80題，每題 1.25分，需用 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目前政府所推動的疾病篩檢(如子宮頸抹片檢查、乳房攝影、糞便潛血檢查等等)，是屬於預防醫學那個層級？ 

(A)初段預防第一級 

(B)初段預防第二級 

(C)次段預防第三級 

(D)末段預防第四級 

(E)末段預防第五級 

2. 若肝癌患者比健康者更容易誇大其過往的飲酒量，則研究飲酒與肝癌危險性之關係偏差應屬於哪一類？ 

(A)選擇性偏差，高估危險性 

(B)回憶性偏差，高估危險性 

(C)選擇性偏差，低估危險性 

(D)回憶性偏差，低估危險性 

3. 流行病學家常將死亡率進行年齡標準化，其目的以下何者為非？  

(A)進行跨國比較 

(B)得到一個綜合指標 

(C)得到一個黃金標準 (gold standard) 

(D)去除年齡結構不同的干擾影響 

4. 甲國與乙國之年齡標準化死亡率 (age-adjusted death rate)相同，但甲國之粗死亡率 (crude death rate)卻大於

乙國，其可能的解釋為？ 

(A)甲國之老年人口較乙國多 

(B)甲國之老年人口較乙國少 

(C)甲國平均餘命大於乙國 

(D)甲國平均餘命小於乙國 

5. 假日或連續假日期間，可以透過什麼方式，快速查詢居家附近基層診所是否看診服務的訊息？ 

(A)撥打 1922 

(B)撥打 1999 

(C)查詢健保行動快易通(APP) 

(D)以上皆非 

6. 臨床試驗研究中之“雙盲”(Double-blinded)，主要是以下二者對象並不知道受試者被分派至實驗組或是對照組(控

制組)？ 

(A)病人及研究醫師 

(B)研究醫師及計畫主持人 

(C)受試者及藥廠 

(D)病人及病人之親戚 

7. 有關社區營造之社區相關描述何者有誤？ 

(A)一群人生活在一 起，共享互助 

(B)指富有人情味的、共同價值觀的、親密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C)一群人在一固定範圍內，互相關聯、依賴，具生命共同體之關係 

(D)專指所住的大樓、村里及行政區的地理概念 

8. 健康社區的概念的描述，下列何者為非？ 

(A)改變個人生活型態 

(B)建立健康的公共政策 

(C)中央政府在『健康社區』計畫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D)超越『健康照護』 

9. 以下並非我國公共衛生發展的重要成就 

(A)平均餘命延長 

(B)全民健康保險實施 

(C)家庭計劃實施 

(D)婦女癌症防治成功使女性平均餘命長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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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健康食品的標示，不能有下列何種含義的宣稱？ 

(A)治療疾病功效  

(B)預防疾病功效  

(C)改善生理機能 

(D)調節生理機能 

11. 食品與常見的污染食物中毒菌，下列配對模式何者最不常見？ 

(A)海鮮－腸炎弧菌  

(B)雞蛋－沙門氏菌  

(C)真空包裝豆干－肉毒桿菌 

(D)漢堡肉－金黃色葡萄球菌 

12. 下列何者不屬於計畫行為理論模式(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態度(attitude) 

(B)行為控制知覺(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C)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D)疾病嚴重性認知( perceived severity) 

13. 80歲王太太因二星期前在家跌倒，右大腿骨骨折而接受右髖關節置換手術，目前回家修養。因此，家人在自家一樓闢

建一間起居室讓她出入方便，同時也向醫院申請在宅服務，所以醫護人員往後會到家作照護，解決了她就醫不便的問

題。請問目前王太太的情況，是受到下列那些影響疾病和死亡決定因素之影響比較大？  1.生物因素  2.環境因素 3.

醫療體系因素  4.生活型態因素 

(A)1＋2  (B)2＋3  (C)3＋4  (D)1＋4 

14. 下列何種肝炎主要經由血液及體液傳染  1.A  2.B  3.C  4.D  5.E 

(A)1＋2＋3 

(B)1＋3＋5 

(C)2＋3＋5 

(D)2＋3＋4 

15. 所謂的「三麻一風計畫」指的是防治那四種傳染病： 1.痲疹  2.德國痲疹  3.神經麻痺  4.蕁麻疹  5.小兒麻痺  

6.風疹  7.破傷風  8.風濕性心臟病 

(A)1＋2＋5＋7   

(B)1＋2＋5＋8   

(C)1＋4＋5＋7   

(D)2＋4＋5＋7 

16. 下列哪些行為是屬於 Illness behavior？  1.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  2.有症狀選擇先試看看偏方  3.配合醫師

的指示規則服藥和遵從醫囑  4.攝取高纖飲食  5.體重過重決定參加減重班 

(A)1＋2  (B)2＋3  (C)3＋5  (D)2＋5  (E)1＋4 

17. 長照體系之復能訓練，其目標為強調恢復個案功能以到達 

(A)個案此次病前之功能狀態 

(B)可參與「最重要」的「日常活動」之功能狀態 

(C)肌力耐力達可以自行起身、轉位之功能狀態 

(D)家屬期待的目標功能狀態 

18. 根據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影響「活動與生活參與」的問題面向不包含以下哪個層次： 

(A)身體功能  (B)使能因素  (C)環境因素  (D)個人因素 

19. B單位專業人員書寫的復能訓練目標（短期）：「個案能在碗加高+手肘墊高+湯匙加粗+豎腕副木及家屬監督下，自行

完成每日三餐前十口的進食。」，尚缺乏哪個要素才完整？ 

(A)可測量性  (B)執行活動的方式  (C)協助程度  (D)時限性 

20. 長照服務請領資格應為長照需要等級第幾級以上？ 

(A)第 1級  (B)第 2級  (C)第 3級  (D)第 4級 

21. 長照服務額度分為 4種個人服務額度，以下何者不屬於此 4種「個人額度」？ 

(A)長照機構住宿服務 

(B)照顧及專業服務 

(C)交通接送服務 

(D)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第3頁 
 

22. 長照復能強調短期、密集的介入，針對同一復能目標，原則上不超過多少量的復能訓練？ 

(A)3個月或 12次 

(B)1.5個月或 8次 

(C)3個月或 9次 

(D)1個月或 4次 

23. 財政部特別增訂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需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資格、且未被所得稅法所訂排

富條款排除者皆可適用，每人每年定額扣除額為 

(A)6萬元  (B)12萬元  (C)5萬元  (D)18萬元 

24. 目前我國要求失智社區服務醫事、專業人員、個管師及失智據點專業人員所要完成的失智症專業人員課程，至少需要

時數為 

(A)8小時  (B)12小時  (C)20小時  (D)40小時 

25.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個案管理的結案條件，不包括 

(A)個案失聯 3 個月(含)以上 

(B)個案入住機構 1 個月(含)以上 

(C)個案死亡 

(D)個案長期住院 3 個月(含)以上 

26. 我國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服務對象確診失智症相關證明，可被接受上傳衛福部系統的文件，其中不包括 

(A)診斷證明書 

(B)CDR 檢查報告載明為 0.1 分以上 

(C)失智症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D)由醫師開立確診為失智症之證明文件 

27. 我國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近年提供失智者及照顧者之多元複合支持服務，不包括 

(A)認知促進 

(B)失智個案確診 

(C)安全看視 

(D)照顧者支持團體 

28. 偏遠縣市、偏遠鄉鎮市區個案必須達到照顧需要等級為第幾級以上，才符合長照 2.0交通接送的給付條件？ 

(A)第 5級(含)以上 

(B)第 4級(含)以上 

(C)第 3級(含)以上 

(D)第 2級(含)以上 

29. 一個 78 歲的王伯伯，能夠在攙扶下緩慢行走，但是因為非常害怕跌倒，上廁所在床邊便盆椅解決。王伯伯希望能夠

到浴室上廁所。 

請問以下何種訓練內容最符合復能模式： 1. 指導王伯伯與照顧者環境安全調整  2.一天要累積走路 80 分鐘  3.身

邊沒人時不要下床  4.正確使用四角拐走往廁所 

(A)1+4  (B)3+4  (C)1+2  (D)2+3 

30. 有關 CB02進食與吞嚥照護照護的目標，何者正確？  1.獲得每日至少 1,000至 1,200仟卡熱量  2. 體重維持或增加  

3.6個月內無吸入性肺炎紀錄  4.獲得每日至少 1,000至 2,000cc水份 

(A)1+2  (B)2+3  (C)1+3  (D)3+4 

31. 長照 CB03--困擾行為照護，給付之規定，何者正確？  1.限 3種以上人員組成專業團隊提供  2.職能治療人員、心

理師、藥師、語言治療師都可提供服務  3.目標是維持或增進照顧者的生活品質  4.社會工作人員不得提供與請領給

付 

(A)1+4  (B)3+4  (C)2+3  (D)1+2 

32. 長照專業服務手冊建議 CB04--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專業人員需評估的面向有：  1.水份及營養的攝取   2.合

併症或其癥兆  3.臨終之選擇  4.醫療就診習慣  

(A)3+4  (B)1+3  (C)2+4  (D)1+2 

33. 依照現有的科學證據，下列哪一種傳染性疾病，不是透過空氣傳播（air-borne）的？ 

(A)水痘  (B)肺結核  (C)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  (D)麻疹 

34. 下列哪一種單次醫材，可申請重處理及使用： 

(A)說明書標示為單次使用，且以侵入性治療或外科手術方式，將醫療器材之全部或部分植入人體組織器官或自然腔

道內者 

(B)說明書標示為單次使用，且用於血管內操作、血液過濾或接觸血液達 二十四小時以上者 

(C)說明書標示為單次使用，且前次使用之病人為確診或臨床上合理懷疑為庫賈氏症者 

(D)說明書標示為單次使用，且首次使用與重處理之醫院相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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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有關德國麻疹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平均潛伏期約 14-17天 

(B)感染德國麻疹病毒者，絕大多數都會有明顯的出疹情形 

(C)德國麻疹病人在出疹的前後 7天內具有傳染力 

(D)德國麻疹防治之主要目的，在於預防孕婦在懷孕期間受到感染，進而產下具先天性缺陷之後代 

36. 有關我國 110年到 111年流感季，政府採購使用的 3家廠牌公費流感疫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都屬於雞胚胎蛋培養疫苗 

(B)都是四價流感病毒疫苗 

(C)都採肌肉注射的方式接種 

(D)為避免一旦發生不良事件時無法釐清歸因，接種流感疫苗應與 COVID-19疫苗間隔至少 7天 

37. 有關於結核病與結核菌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經由痰液檢驗查找發現結核菌，是肺結核最重要的診斷依據 

(B)當痰液中找不到結核菌時，亦可由胸部 X光檢查加上病人的臨床症狀，實驗室檢查之數據，作為肺結核的臨床診

斷依據 

(C)結核菌不易染色，一旦染上色，不易被強酸脫色，故又稱抗酸菌（acid-fast bacilli） 

(D)丙型干擾素釋放試驗(IGRA)是一種用來診斷人類是否感染結核菌的抽血檢查，其原理是偵測血液中 B細胞對於結

核菌抗原的免疫反應 

38. 有關愛滋病防治策略目標中，「三個 90%」的敘述，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A)有 90%具危險性行為者，有服用暴露前預防性用藥 

(B)有 90%的感染者，知道自己感染 

(C)有 90%的感染者，有服用雞尾酒藥物 

(D)有 90%的服用雞尾酒藥物者，病毒量測不到 

39. 下列有關於「病毒性 C型肝炎」的敘述，何者錯誤？ 

(A)C型肝炎病毒為具脂質外套的 RNA病毒 

(B)臺灣 C型肝炎病毒的基因型，以基因型 4居多 

(C)C型肝炎病毒主要經由血液透過皮膚或粘膜進入人體內而傳染 

(D)目前 C型肝炎無疫苗可預防 

40. 下列有關於退伍軍人病及退伍軍人菌的敘述，何者錯誤？ 

(A)退伍軍人菌不易染色，為革蘭氏染色陰性桿菌 

(B)退伍軍人菌的傳染窩主要在水溶液中，熱水供應系統、空調之冷卻水塔、蒸氣凝結設備均曾發現此菌 

(C)退伍軍人病的傳播，常見可直接由人傳給人 

(D)退伍軍人病的潛伏期約 2-10天 

41. 下列有關於「淋病」的敘述，何者錯誤？ 

(A)其致病原為奈瑟氏淋病雙球菌 

(B)為全球性之性傳染病，基本上不論任何種族、性別及年齡均可能發病，尤以年輕族群最多 

(C)在我國淋病疫情方面，好發年齡為 25-39歲，男女性別比約為 1：1 

(D)其潛伏期通常為 2-7天，偶而更長久 

42. 有關於「恙蟲病」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其致病原為恙蟲病立克次體(Orientia tsutsugamushi) 

(B)其治療的首選藥物為頭孢子菌素類(Cephalosporins)抗生素 

(C)恙蟲病為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D)恙蟲病的病媒為恙蟎（Mite），恙蟎的動物宿主有囓齒類、哺乳類（羊、豬、狗、貓）、鳥類等 

43. 有關疫苗接種的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A)水痘疫苗 (Varicella vaccine) 的接種期程，為嬰兒出生滿 12個月時 

(B)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MMR vaccine) 第一劑的接種期程，為嬰兒出生滿 2個月時 

(C)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桿菌及不活化小兒麻痺五合一疫苗 (DTaP-Hib-IPV) 第一劑的接種期

程，為嬰兒出生滿 2個月時 

(D)活性減毒嵌合型日本腦炎疫苗 (Japanese encephalitis live chimeric vaccine) 第一劑的接種期程，為嬰兒出

生滿 15個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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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下列有關「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的敘述，何者錯誤？ 

(A)肺炎鏈球菌是一種柳葉刀狀（lancet-shaped）革蘭氏陰性雙球菌，有些肺炎鏈球菌具有莢膜 

(B)肺炎鏈球菌引起之疾病每月均有病例發生，以冬季至春季為疾病發生之高峰期 

(C)傳染途徑可經由人與人之間直接接觸到帶菌的口鼻分泌物，或經由吸入含有此病原菌之飛沫，通常需要長時間或

密切接觸才可能遭受感染 

(D)目前國內核准上市之肺炎鏈球菌疫苗有二大類，分別為結合型疫苗（Pneumococcal conjugate vaccine, PCV）及

多醣體疫苗（Pneumococcal polysaccharide vaccine, PPV） 

45. 有關於登革熱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在高雄市 2014年與 2015年的疫情期間，最主要的登革病毒傳播媒介是白線斑蚊，而非埃及斑蚊 

2.典型登革熱的潛伏期約為 3-14天 

3.典型的登革熱病程，臨床上可以區分為發熱期、危險期，與恢復期 

4.目前登革熱病人的治療，已經有很有效的抗病毒藥物可供使用 

(A)1+2  (B)1+3  (C)1+4  (D)3+4 

46. 所謂「多重抗藥性(Multidrug-resistant，縮寫為 MDR)結核病」是指結核桿菌對於目前哪些治療藥物具有抗藥性，

即可稱之？  1.Isoniazid  2.Rifampin  3.Pyrazinamide  4.任一 Fluoroquinolone藥物 

(A)1+2  (B)1+3  (C)2+4  (D)3+4 

47.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在醫療照護機構內，醫療照護相關感染最常見之傳播方式是「飛沫傳播」 

2.當執行手部衛生時，為了避免疏漏某些部位，可以用來自我提醒的口訣為「內、外、夾、弓、大、立、完（腕）」 

3.以發生感染的部位所占比率而言，「肺炎」是 2020年台灣醫學中心重症單位裡，最常發生醫療照護相關感染部位的

第一名（占比最高） 

4.就造成醫療照護相關感染之致病原而言，2020年台灣醫學中心重症單位裡最常見的致病原是 Klebsiella 

pneumoniae 

(A)1+2+3   

(B)2+3+4   

(C)2+4   

(D)3+4 

48. 下列哪些族群，屬於 110年到 111年流感季，第一階段公費流感疫苗的接種對象？ 

1.醫事及衛生防疫相關人員 

2.65歲以上長者 

3.幼兒園托育人員及托育機構專業人員 

4.年齡 6個月內嬰兒之父母 

(A)1+2   

(B)1+2+3   

(C)1+2+4   

(D)1+2+3+4 

49. 為監測與防治新興傳染病，我國於 2020年 1月 15日起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第幾類法定傳染

病？ 

(A)第二類  (B)第三類  (C)第四類  (D)第五類 

50. 醫療法第 99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其任務不包括那一項？ 

(A)人體試驗之審議 

(B)醫療機構設立或擴充之審議 

(C)醫療收費標準之審議 

(D)醫療爭議之調處 

51. 國內急性後期照護模式推動範圍不包括那一類疾病的病人？ 

(A)糖尿病  (B)脆弱性骨折  (C)燒燙傷  (D)腦中風 

52. 有關居家醫療照護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A)是長期照顧中最早發展的照護模式 

(B)由醫生及護理師定期前往個案家中訪視 

(C)協助行動不便的個案在家能獲得適當的醫療照護 

(D)居家醫療照護的服務費用及交通費用均由健保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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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依據食品藥物管理署組織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食品藥物管理署之掌理事項？ 

(A)食品藥物化粧品消費者保護措施之推動 

(B)管制藥品之稽核、通報、預警、教育宣導 

(C)第一級、第二級管制藥品之輸入、輸出、製造及販賣 

(D)中醫藥管理政策之規劃與執行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54. 依藥事法之規定，下列有關藥品分裝定義之敘述，何者正確？ 

(A)係指依處方箋內容選取正確藥品及數量，依種類分別裝入藥袋 

(B)係指受理處方，將藥品調配後作成餐包頓服，裝入藥袋，交付給病人 

(C)係指藥品販賣業者輸入藥品製劑，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後，由符合藥品優良製造規範之藥品製造業者所作

之分裝 

(D)係指依醫師所開處方箋內容，改變劑型或配製新製品後之重新包裝 

55. 藥事法所稱「藥事」，係指下列何者？ 

(A)藥物、藥商、藥局及其有關事項 

(B)藥師、藥商、藥局及其有關事項  

(C)藥廠、藥師、藥局及其有關事項  

(D)藥品、管制藥品、醫療器材及其有關事項 

56. 醫療機構擬使用第一級、第二級管制藥品，從事管制藥品成癮治療業務，應檢附治療計畫，向下列何者提出 

申請？ 

(A)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B)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C)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D)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57.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食品業者對其輸入產品、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之相關記錄、文件及檔案或資料庫需要保存多

少時間，以利於追查或預防食品衛生安全事件？ 

(A)0.5年  (B)1年  (C)3年  (D)5年 

58. 依據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食品添加物及其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應明顯標示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A)品名  (B)內容物名稱  (C)有效日期  (D)健康風險程度 

59. 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有關食品販賣業者於販賣、貯存之設施及場所的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應保持清潔，並設置有效防止病媒侵入之設施 

(B)應分別妥善保存、整齊堆放，避免污染及腐敗 

(C)食品之熱藏，溫度應保持在攝氏 50℃以上 

(D)販賣貯存作業需管制溫度、濕度者，應建立相關管制方法及基準，並據以執行 

60. 我國為提升食品安全，針對食品產銷過程中可能產生之危害加以分析，設置重要管制點並加以嚴格監控，以預防危害

發生所推動的制度為？ 

(A)HACCP  (B)CAS  (C)GMP  (D)GHP 

61. 欲了解社區中 75歲以上腦中風死亡率，應調查那些資料？  1.年中總人口數  2.年中 75歲以上總人口數  3.全年

75歲以上死亡人數  4.全年 75歲以上腦中風死亡人數 

(A)1+2  (B)1+4  (C)2+4  (D)3+4 

62. 依藥品優良調劑作業準則之規定，藥事人員受理處方後，應確認之處方內容，包括下列那些？  1.病患姓名  2.病患

年齡  3.病患性別  4.病患體重  5.處方醫師姓名  6.處方醫師執照號碼  7.處方醫師科別  8.藥品劑型 

(A)2+3+4+5+6   

(B)1+3+4+7+8   

(C)1+2+3+5+8   

(D)1+2+4+6+7 

63. 依藥害救濟法之規定，下列那些屬於藥害救濟給付範圍？  1.死亡給付  2.障礙給付  3.嚴重疾病給付  4.傷殘給付 

(A)1+3+4   

(B)2+3+4   

(C)1+2+4   

(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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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有關衛生福利部自去(110)年 7月 1日起，擴大補助不孕症試管嬰兒及增加產檢次數與項目，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1.不孕症試管嬰兒補助對象為未滿 45歲不孕夫妻(至少一方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妻年齡未滿 45歲）  2.產檢次數由

10次增加為 12次  3.產檢項目增加妊娠糖尿病篩檢及貧血檢驗  4.產檢項目增加 2次一般超音波 

(A)1+2+3   

(B)2+3+4   

(C)1+3+4   

(D)1+2+3+4 

65. 遷移(migration)與精神病(psychoticillness)的發生可能與兩種影響有關：其一為社會選擇(socialselection)，其

二為源自遷移的壓力(socialcausation)以下關於此二種影響的描述，何者最正確？ 

(A)這兩個影響均有極佳的證據證明其可能性 

(B)這兩個影響均有證據證明其可能性及否證其可能性 

(C)第一個影響最可能 

(D)第二個影響最可能 

66. 有關於遷移(migration)與精神健康的關係，以下哪一個因素不是導致精神疾病的危險因子？ 

(A)年紀輕或未成年 

(B)有物質使用疾患或憂鬱症 

(C)未詳細規劃的遷移 

(D)被新環境所排斥 

67. 下列有關老人虐待(elderabuse)的描述，何者正確？ 

(A)老人虐待包括身體傷害、忽略，但不包含物質供應的匱乏 

(B)施虐者極易否認虐待行為，受虐者則不會隱瞞被虐待的事實 

(C)受虐者通常年紀較大，體力也較虛弱 

(D)家庭成員間的衝突與老人虐待無關 

68. 關於老年期的第一型雙極性疾患(BipolarIdisorder)，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65歲以後才有首次躁症發作(manicepisode)的病人，應小心評估生理及器質性病因 

(B)患者與年輕的第一型雙極性疾患病人的症狀類似 

(C)患者常有敵意及多疑的表現 

(D)鋰塩(Lithium)對此類病人的療效較年輕患者差 

69. 關於自殺死亡與情感性疾患及自殺企圖等的關係，以下何者敘述不正確? 

(A)情感性疾患者最終有 15%死於自殺 

(B)自殺死亡者有 35%~50%的人有情感性疾患 

(C)19%~24%的自殺死亡者先前有過自殺企圖 

(D)10%的自殺企圖者在之後十年內死於自殺 

70. 綜合醫院的住院病人罹患憂鬱症及物質濫用疾患的機會分別是一般社區居民的幾倍? 

(A)1;1  (B)2;2  (C)2;3  (D)3;3 

71. 精神科藥物治療過程中，病人的何種功能最需多加以注意以避免治療產生的副作用? 

(A)腎功能  (B)肝功能  (C)甲狀腺功能  (D)性功能 

72. 下列關於認知障礙症(majorneurocognitivedisorder)的敘述何者正確？ 

(A)診斷標準須包含記憶力缺損 

(B)病患的神經學檢查可能出現原始反射(primitivereflexes) 

(C)治療藥物中 Memantine不可和 Donepezil合併使用 

(D)教育性心理治療(educationalpsychotherapy)不適用於此類病患 

73. 依據 MaryAinsworth對依附理論(Attachmenttheory)的見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適時擁抱哭泣中的嬰兒，可減少其日後的哭泣行為 

(B)密切的身體接觸會顯著提高嬰兒長大後的依賴性 

(C)母子在依附期間的互動只會影響嬰兒現在的行為 

(D)對嬰兒有求必應的母親較易養成焦慮的嬰兒 

74. 關於精神疾病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精神疾病較常被歸因於懶惰、缺乏意志力 

(B)增加大眾與精神疾病患者的接觸(contact)，可改善污名化現象 

(C)透過教育(education)以提升大眾對精神疾病的了解，有助於去污名化 

(D)抗議活動(protestcampaigns)因會加深大眾的刻板印象，不宜用於去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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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老人的自殺問題是重要的精神健康議題以下何種感受是老人最常自覺的自殺原因？ 

(A)孤單寂寞(loneliness) 

(B)無價值感(worthlessness) 

(C)無助感(helplessness) 

(D)無望感(hopelessness) 

76. 與鴉片類物質使用疾患 opioidusedisorder最常合併發現的精神疾病是哪一個? 

(A)雙極型疾患BipolarIdisorder 

(B)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 

(C)鬱症Majordepressivedisorder 

(D)泛焦慮症 Generalizedanxietydisorder 

77. 根據自殺防治法對於媒體報導自殺相關事件的規範，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

或記載下列哪些事項？ 

1.教導自殺方法或教唆、誘使、煽惑民眾自殺之訊息 

2.詳細描述自殺個案之自殺方法及原因 

3.誘導自殺之文字、聲音、圖片或影像資料 

4.毒性物質或其他致命性自殺工具之銷售情報 

(A)1+2+3 

(B)1+2+4 

(C)2+3+4 

(D)1+2+3+4 

78. 精神衛生法規範的協助病人就醫通報及追蹤保護事項包括哪一些? 

1.保護人或家屬應協助病人就醫 

2.醫療機構需通報嚴重病人 

3.矯正機關、保安處分處所、社會福利機構及收容或安置民眾機構如有病人，應由該機構提供醫療或協助就醫 

4.警察或消防機關於執行職務時，發現病人或疑似病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或接獲民眾通知有前開之

人時，應即護送就近適當醫療機構就醫 

(A)1+2+3 

(B)1+2+4 

(C)1+3+4 

(D)1+2+3+4 

79. 精神衛生法對精神病患的權利保障包括以下何項? 

1.未經病人同意者，不得對其錄音、錄影或攝影 

2.於保障病人安全之必要範圍內，得不經病人同意設置監看設備，但須告知病人或其保護人 

3.享有個人隱私、自由通訊及會客之權利，非因病情或醫療之需要，不得予以限制 

4.精神病患攻擊他人致傷害時免負刑責 

(A)1+2+3 

(B)1+2+4 

(C)1+3+4 

(D)1+2+3+4 

80. 關於生命末期議題(End-of-lifeissues)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1.增進生活品質為緩和醫療(palliativecare)的主要目標 

2.鎮定安眠藥物為緩和醫療中最常使用之藥物 

3.醫師自身對死亡的看法可能影響其治療方針的抉擇 

4.儘管病患堅拒瞭解病情，醫師仍應將病情全盤告知 

5.良好的疼痛控制策略應盡量使用單一藥物與單一途徑，以避免降低醫療遵從性 

(A)1+2+4 

(B)2+3+4 

(C)2+3+5 

(D)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