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年度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護理人員聯合甄選 

學校衛生護理學與公共衛生護理學科題本 

【請不要翻到次頁！】 

讀完本頁的說明，聽從監試委員的指示才開始作答 

※請先確認你的答案卡、准考證與座位號碼是否一致無誤。

請閱讀以下測驗作答說明 

測驗說明： 

109 年度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護理人員聯合甄選，學

校衛生護理學與公共衛生護理學科題本，題本採雙面印刷，共 100

題，測驗時間 90 分鐘，作答開始與結束請聽從監試委員的指示。 

注意事項： 

1. 所有試題均為四選一的選擇題，答錯不倒扣。 

2. 依試場規則規定，答案卡上不得書寫姓名及任何標記。故意污

損答案卡、損壞試題本，或在答案卡上顯示自己身份者，該科

測驗不予計分。 

作答方式： 

請依照題意從四個選項中選出一個正確或最佳的答案，並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相應的位置劃記，請務必將選項塗黑、塗滿。

如果需要修改答案，請使用橡皮擦擦拭乾淨，重新塗黑答案。 

請聽到鈴（鐘）聲響後再翻頁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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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共100題，每題1分，共100分】 

 

1. 對學校學童進行體重控制課程時，下列哪項指標適合作為評價過程的指標？  

(A)肥胖危害知識 (B)體重過重比率 (C)體重降低人數  (D)參與課程人數 
2. 依我國學校衛生法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班級數達多少班以上者，應置學校護理人

員兩名？    

(A) 30班 (B) 40班 (C) 60班 (D) 72班 

3. 「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主要是呼應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學校的哪個範疇？

(A)學校物質環境  (B)學校社會環境 

(C)社區關係  (D)個人健康技能 

4. 有關國小學校健康中心功能，下列何者錯誤？ 

(A)健康檢查 (B)提供慢性病處方 (C)健康資料管理 (D)緊急傷病處理 

5. 學校護理人員在校園性健康次段預防扮演角色，下列何者正確？ 

(A)宣導避孕措施  (B)早期偵測懷孕個案 

(C)對生產後回歸校園青少女提供心理支持 (D)宣導安全性行為 

6. 社區護理人員經由評估發現個案健康需求，並統整及結合社區資源，提供個案獨特、完

整及持續的服務，其所扮演的角色，下列何者正確？ 

(A)問題發現者  (B)健康倡導者  

(C)個案管理者  (D)健康計畫者 

7. 陳太太現年55歲，無任何癌症家族史及嚼食檳榔情形，公共衛生護理人員應衛教其接受

的癌症篩檢服務，下列何者正確？①每兩年一次糞便潛血檢查②每兩年一次乳房X光攝

影③每兩年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④每三年一次口腔黏膜檢查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③ 

8. 依照現行傳染病防治法，下列那些疾病是屬於第一類傳染病？①鼠疫②登革熱③流行性

腦脊髓膜炎④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9. 某學校護理師為推動肥胖防治，規定每日每位學童在下課時間離開教室至操場活動，是

屬於健康促進學校哪個範疇的規劃？ 

(A)學校物質環境 (B)個人健康技能 (C)健康服務 (D)學校社會環境 

10. 依據健康信念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影響運動行為的因素，下列何者錯誤？ 

(A)感受運動的益處  (B)感受運動的障礙 

(C)運動的意圖  (D)執行運動行為的自信心 

11. 學校護理師針對校園內第一型糖尿病的照護事項，下列何者錯誤？  

(A)知會老師避免讓該生單獨運動  

(B)當學生出現飢餓感時，立即皮下注射升糖素(glucagon)  

(C)請學生避免空腹運動  

(D)當學生出現酮酸中毒症狀時，應立即注射胰島素並送醫 

12. 衛生福利部負責推動失智症防治政策之單位，下列何者正確？ 

(A)綜合規劃司  (B)保護服務司  

(C)長期照護司  (D)護理及健康照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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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關病例對照(case-control)法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①能計算出勝算比(odd ratio)②能

計算出疾病發生率③是回溯過去危險因子的暴露④是屬於橫斷式(cross-sectional)研究的

一種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③ 

14. 小明今天至健康中心自述腹痛，經測量後體溫為38.1℃，並無外傷現象，學校護理人員

優先處置，下列何者正確？ 

(A)指派專人陪同就醫  (B)通知家長接回就醫休養 

(C)給予退燒藥，請其回教室繼續上課 (D)請其回教室繼續上課並多喝開水 

15. 某國小學童今年健康檢查視力不良率為30%，若想知道視力不良是否為該校學童健康問

題，可收集下列哪些資料進行比較？①去年該校學童視力不良率②去年該校學童視力不

良發生率③台灣地區今年學童視力不良率④去年台灣地區兒童視力矯正率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③④ 

16. 為有效防治校園霸凌，下列策略何者為優先？ 

(A)教育學生尊重他人  (B)建構完善通報管道 

(C)強化親子溝通  (D)加強取締校園學生滋事 

17. 校園發生緊急傷病狀況時，學校護理師的職責，下列何項正確？①災因調查②聯繫家長

③緊急救護④檢傷分類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18. 長照2.0服務對象，下列何者為正確？①50歲以上失智症患者②55-64歲失能平地原住民

③60歲以上輕度失能之衰弱老人④65歲以上失能之身心障礙者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19. 有關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評估項目，下列何者為正確？①移位②理財③穿脫衣服④

服用藥物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②④ 

20. 80歲的陳奶奶經診斷為失智症(dementia)，並患有日落症候群，於家中由其女兒照顧，公

衛護士對其女兒照護的衛教內容，下列何者錯誤？ 

(A)定期評估其心智狀態的改變  

(B)應定期更換環境布置，強化其刺激 

(C)應提供充足的夜間照明  

(D)可利用手勢或表情協助與陳奶奶的溝通 

21. 為增強社區健康促進的行動能力，下列策略何者為正確？ 

(A)修訂健保給付制度   

(B)成立衛生教育資源中心 

(C)推動菸害防制法   

(D)推動社區健康營造 

22. 有關各生命統計指標資料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①嬰兒死亡率為公共衛生進步最敏感

的指標②依賴人口指數指的是0~14歲人口與15~64歲人口的比值③盛行率有助於推估疾

病在醫療人力及設備的需求④致死率有助於探討疾病的致病因子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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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學校衛生護理師指導有關國中女生經前症候群的內容，下列何者錯誤？ 

(A)情緒起伏較大，顯得較焦慮    

(B)經痛時可使用熱敷改善不適  

(C)完全臥床休息，避免活動      

(D)攝取均衡飲食 

24. 下列哪些健康問題為校護在高中(職)階段防治重點？①未婚懷孕 ②高血壓防治 ③糖尿

病防治 ④自殺防治 ⑤物質濫用     

(A)①④⑤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③④⑤ 

25. 高中生使用安非他命，最常見的理由有哪些？ ①同儕影響 ②課業壓力 ③情緒困擾 ④

低自尊 ⑤人際關係佳 

(A)①②③④ (B)①②⑤ (C)①④⑤ (D)③④⑤ 

26. 下列哪一項不是學生健康檢查的目的？ 

(A)測知學生生長發育及健康狀況  

(B)促進家長及教師注意及重視學生健康                  

(C)早期發現學生健康缺點與疾病，以早期矯治   

(D)產生統計結果提供給流行病學專家參考 

27. 加強學校與家長、政府機關、社區醫療院所間之聯繫與合作，屬於健康促進學校哪個工

作範圍？ 

(A)學校衛生政策 (B)學校物質環境 (C)學校精神環境 (D)社區關係 

28. 學校衛生護理師的職責，下列何者錯誤？ 

(A)掌管學校衛生活動的健康照護       

(B)擁護學童的健康權利    

(C)負責健康中心業務                 

(D)取代老師掌管學校之全部的教學活動 

29. 修改學校衛生法規或建立學校健康促進組織，屬於健康促進學校哪個工作範圍？ 

(A)學校衛生政策 (B)學校物質環境 (C)學校精神環境 (D)社區關係 

30. 學校健康服務的主要工作項目包括？①健康檢查 ②學生健康缺點追蹤或矯治 ③負責

環境衛生工作與分配 ④傳染病防治 ⑤緊急傷病處理     

(A)①②③④⑤ (B)①④⑤ (C)①②④⑤ (D)①②③⑤ 

31. 校護在健康檢查前的準備工作不包括下列何者？ 

(A)統計分析疾病或缺點矯治率    (B)辦理校內健康檢查工作協調會  

(C)檢查場所之佈置              (D)排定各班級學生健康檢查時間表 

32. 在疾病傳染期間暫時關閉公共場所，這在傳染病的防治原則中是屬於何種防治原則？ 

(A)減少感染源之傳染力 (B)切斷傳染途徑 

(C)增加宿主抵抗力  (D)降低疾病感受性 

33. 有關學校環境中良好教室的標準，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椅面的高度為深長的2/7或小腿長度  

(B)每間教室窗戶面積至少應占教室建坪的1/3  

(C)每位學生桌面之照明至少應為800米燭光    

(D)每間教室之背景噪音應在80分貝以下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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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下列哪些為我國兒童重要的健康促進重點？①健康體位 ②提升口腔衛生 ③兒童視力

保健 ④腎臟病防治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35. 健康檢查結果，發現一年級學生有蟯蟲，王護理師需執行下列那些工作？ ①於24小時

內報告當地衛生機構 ②建議蟲卵檢查陽性學生及其家人接受驅蟲藥治療 ③聯絡衛生

所，安排預防接種 ④加強衛生教育，尤其是飯前洗手 ⑤予以保護隔離，並針對排泄物

進行隔離 

(A)①⑤ (B)②④ (C)③④ (D)②⑤ 

36. 應用PRECEDE模式於學童教育，下列何者屬於增強(reinforcing)因素？①學童自行餐後

潔牙的技能 ②家人提醒及獎勵學童餐後要刷牙 ③學童對口腔衛生的認知 ④牙醫診所

在他家附近 ⑤學校獎勵潔牙小天使： 

(A)①② (B)①④ (C)③④ (D)②⑤ 

37. 教育部推行學童健康成長密碼85210，關於此密碼敘述何者錯誤？ 

(A)「8」是每天睡足八小時 (B)「5」是每日五蔬果 

(C)「2」是每週至少運動2小時 (D)「0」是零糖飲足喝水 

38. 王同學國中生，腰圍38吋，班上同學強烈建議他減重，請問在健康信念模式中，是屬於

那一項影響預防性健康行為之因素？ 

(A)個體之認知（individual perceptions） (B)行動線索（cues to action） 

(C)心理社會動力（psychosocial dynamics） (D)行動的可能性（likelihood of action） 

39. 下列何者不是意外傷害發生時，校護應有的處理步驟？ 

(A)接獲訊息立即到現場評估、判斷 (B)送醫或先行處理  

(C)先寫意外事件報告  (D)請他人啟動聯絡網 

40. 社區衛生護理師調查中心里居民健康情形，結果發現中心里2500位居民中，有150位居

民血脂異常，下列有關幸福里居民血脂異常之敘述，何者正確？   

(A)發生率為6% (B)盛行率為6% (C)罹病率為6% (D)增加率為6% 

41. 在與社區為夥伴關係模式(Community as partner model)的前提下，要動員社區居民成為

支持網絡最有效的策略是下列何者？   

(A)由提供經費最多的單位，作為主要領導者  

(B)由有興趣且有意願改變的人開始帶動共同參與  

(C)由縣市首長頒布行政命令                

(D)舉行大場次的演唱會活動 

42. 對國中生執行健康檢查時，下列何者正確？  

(A)腹部檢查應取得家長同意書  

(B)對拒絕檢查學生，在檢查通知書註記即可  

(C)健康檢查結果最遲應於40天內應轉知學生  

(D)對健康檢查有缺點學生，應聘請醫生至健康中心集體矯治 

43.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①想要了解現代人罹患癌症的原因為何?以三角模式探討較為適

合 ②社區失智老人盛行率可以用來預估該社區該提供多少失智老人關懷的人力 ③腸

病毒的致死率可以幫助社區衛生護理人員瞭解該社區腸病毒流行情形 ④流行病是指傳

染病 ⑤2020年COVID-19在世界各地流行此現象是為大流行(pandemic) 

(A)②⑤ (B)①②③ (C)②④⑤ (D)①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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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下列何者為第一手資料之收集？①司馬庫斯109年戶政人口資料 ②掃街所收集到的物

理環境資料 ③參與社區健康篩檢所收集到的資料 ④訪談居民的問卷結果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②④ 

45. 下列何者為家庭評估時，用來了解家庭外在資源常用的工具？ 

(A)MacMahon的網狀模式（web of causation）  

(B)Anderson的伙伴模式（community as partner）  

(C)Gordon的11項功能評估 

(D)Hartman的生態圖（Eco-map） 

46. 阮氏紅為越南籍配偶，於一個月前抵達臺灣，懷孕已兩個月，尚未做產前檢查。當公衛

護理師進行第一次家庭訪視時，阮氏紅詢問相關問題，下列何者是公衛護理師首要提供

的資源，以提高定期產前檢查意願？  

(A)介紹哺乳支持團體  

(B)安排優生保健門診  

(C)協助安排產檢及提供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金醫療補助申請   

(D)協助報名參加生活成長營 

47. 2020年教育部推動「素養導向之健康促進學校」，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A)學校是實施素養導向健康教學的重要場域  

(B)可以增進親師生健康素養  

(C)提升學生「自發」、「互動」與「共好」的學習與健康行動力  

(D)強調專業導向，強化學校健康促進實務與工作推動 

48. 校園是提供學童學習良好體適能的場所，有關評估學生體適能的描述，下列何者錯誤？

(A)跑800公尺測量學生的心肺耐力 

(B)仰臥起坐測量學生的肌耐力 

(C)定期量血糖測量學生的血糖變化  

(D)坐姿體前彎測量學生的柔軟度 

49. 國小入學新生，其健康檢查必要檢查項目為：①尿液檢查 ②立體感篩檢 ③耳鼻喉科檢

查 ④蟯蟲檢查 ⑤血液檢查。 

(A)①②④⑤  (B)①②③④  (C)①③④⑤  (D)②③④⑤ 

50. 某日中午小明在學校遭熱水燙傷腿部，有大面積發紅及水泡，周護理師之處理步驟，以

下何者較適當？①以冷水沖洗 ②緊急送醫 ③脫去傷口部位的身上衣物 ④通知家長 

⑤將患部泡於冷水中。 

(A)①②③⑤④ (B)①③⑤②④ (C)③①④⑤② (D)④①⑤②③ 

51. 嚴格規範戴安全帽及繫安全帶，以減少事故傷害，此舉符合渥太華憲章中五大行動綱領

的那一項？ 

(A)建立健康公共政策  (B)創造一個有支持性的環境  

(C)強化社區組織功能  (D)發展個人技能 

52. 依據「學校衛生保健實施辦法」中，負責辦理全國學校衛生保健之策劃、督導與考核的

單位是： 

(A)衛生福利部 (B)行政院環保署 (C)教育部 (D)內政部 

試題公告 
僅供參考



第 6 頁，共 10 頁 

53. 某學者找無罹患過敏性鼻炎的學童，居住於高濃度二氧化硫環境的學童視為暴露組，居

住在二氧化硫濃度為環境背景值的學童當非暴露組，追蹤6年後分析二組學童罹患過敏

性鼻炎的相對危險性(relative risk)為3.0，請問最合適的推論為： 

(A)此暴露可能為健康事件的保護因子  

(B)此暴露不太可能為健康事件的危險因子  

(C)此暴露可能為健康事件的危險因子  

(D)暴露組的過敏性鼻炎發生率低於非暴露組的過敏性鼻炎發生率 

54. 有關流行病學研究法的描述，下列何者正確？ 

(A)世代研究法(Cohort study)可探討疾病的發生率  

(B)生態研究法(Ecological study)可計算疾病的相對危險性  

(C)橫斷研究法(Cross-sectional study)可探討疾病的因果時序  

(D)病例對照法(Case-control study)以研究對象是否暴露某危險因子為起始點 

55. 王同學是國一新生，BMI達30，不愛運動，嗜甜食，也不願意戒糖，他向學校護理師說

說：「我的體重還好吧，現在都沒不舒服，對健康應該影響不大」。根據健康信念模式，

社區護理師應加強何項認知的對話？ 

(A)嚴重性認知 (B)罹患性認知 (C)障礙性認知 (D)利益性認知 

56. 依據跨理論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王同學陳述「我想要運動，但就是找不到時間。

如果我能每週運動三天，我對於自己的感覺會比較好。」，是屬於下列何種改變階段(stages 

of change)？ 

(A)前運思期(precontemplation) (B)運思期(contemplation)  

(C)準備期(preparation)  (D)行動期(action) 

57. 王同學說：「在老師、同學及父母的鼓勵下，這個月我減少了3公斤」，根據Pender健康

促進模式，以上敘述反應何種要素？ 

(A)個人因素：生物的、心理的與社會文化的  

(B)人際間的影響：規範、模式  

(C)自覺自我效能  

(D)個人採取行動的承諾 

58. 有關學童口腔衛生教學活動的情意目標設定，下列何者正確？ 

(A)學童能正確執行刷牙方法  

(B)學童能說出一項預防蛀牙的方法  

(C)學童能明白刷牙的好處  

(D)學童願意定期接受口腔檢查 

59. 有效解決廢棄物問題，通常以5R原則為基礎，下列何者不是5R中的項目？ 

(A)就緒(readiness)  (B)再利用(reuse)  

(C)拒絕(refuse)  (D)回收(recycle) 

60. 不同廠牌的Covid-19篩檢試劑的品質檢測中，A廠牌檢測的敏感度為90%，特異度為95%；

B廠牌的敏感度為97%，特異度為86%。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A廠牌可正確檢驗Covid-19感染個案較B廠牌多  

(B)A廠牌可正確檢驗Covid-19感染個案較B廠牌少  

(C)A廠牌可正確檢驗無罹患Covid-19感染個案較B廠牌少  

(D)需要知道Covid-19感染的盛行率，才能推估那個廠牌可檢驗出較多的陽性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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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學童施打流感疫苗，是屬於那一種傳染病防治策略？ 

(A)消滅病媒  (B)保護易感宿主  

(C)阻絕致病原及病原體 (D)去除中間宿主 

62. 校園學童因午餐食物不潔而引起集體嘔吐、腹瀉問題，下列何種致病模式較適合用來解

釋該問題的特性？ 

(A)三角模式 (B)網狀模式 (C)輪狀模式 (D)螺旋模式 

63. 有關杜瓦爾(Duvall)家庭發展理論，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雖然家庭在不同的階段，但其成長的任務均相同  

(B)以最後一個子女的年齡，將家庭發展分為不同的階段  

(C)老年期的家庭係指祖父母年齡65歲以上的家庭  

(D)新婚家庭係指結婚但尚未生養子女的家庭 

64. 下列哪個家庭評估的工具，可以同時看出家中成員的權力地位和彼此間的親密度？ 

(A)家庭圖譜(family genogram)  

(B)Hartman的生態圖(eco-map)  

(C)Thrower的家庭圈(family circle)  

(D)Bossard的家庭關係複雜性定律 

65. 有關慢性病的特性，下列何者錯誤？ 

(A)早期發現可避免疾病惡化 (B)須終生控制，無法根治  

(C)初期通常沒有明顯症狀 (D)通常不會造成殘障與機能不全 

66. 某國老年人口比率為15.51%，請問是屬於下列何種社會？ 

(A)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 (B)高齡社會（aged society）  

(C)超高齡社會（hyper-aged society） (D)超級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 

67. 根據法定傳染病分類，新型冠狀肺炎(COVID-19)屬於第幾類法定傳染病？ 

(A)第一類 (B)第二類 (C)第四類 (D)第五類 

68. 學校護理師透過健康政策的參與，為校園病童權益發聲，營造校園慢病學童友愛環境，

提升其照護品質，學校護理師扮演的角色，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協調者  (B)學校健康權利代言者 

(C)健康服務提供者  (D)學校健康計劃管理者 

69. 幸福里成立校園守望相助隊加強校園安全防護工作，是符合華倫(Warren)所提出五大社

區功能中的那一項？ 

(A)生產－分配－消費(production-distribution-consumption)  

(B)社會化(socialization)  

(C)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D)相互支援(mutual support) 

70. 食用未煮熟雞蛋而導致腸道疾病，最常見之細菌為何？ 

(A)肉毒桿菌（Clostridium botulinum）  

(B)金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C)沙門氏菌（Salmonella）  

(D)仙人掌桿菌（Bacillus cer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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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依健康信念模式，此名學生會決定去注射此疫苗的可能性因素中，學校衛生保健組在校

內提供3劑疫苗注射主要是： 

(A)增加行動的線索   (B)增加疾病的嚴重性認知  

(C)減少對預防性健康行為障礙  (D)減少對預防性健康行為利益的認知 
72. 若學校提供相關B型肝炎症狀及處理資訊，依健康信念模式，此措施為： 

(A)行動的線索   (B)疾病嚴重性認知  

(C)對預防性健康行為障礙認知  (D)對預防性健康行為利益認知 

73. 在聯合國所提出的2030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中，社區護理

人員可提供下列哪一項專業貢獻？ 

(A)消除極端貧窮與饑餓  (B)促進性別平等  

(C)改善弱勢易感族群健康  (D)確保環境的永續性 

74. 校園進行不同年級衛教主題時，常會考慮不同年級學童的認知背景因素，以利主題合適

性及內容深淺度的設計，此因素是屬於： 

(A)素質因素(predisposing factors)  

(B)促成因素(enabling factors)  

(C)增強因素(reinforcing factors)  

(D)政策因素(regulatory factors) 

75. 朱同學已經規律運動8個月，最近常覺得意興闌珊，懶懶的不太想動。如果要讓朱同學

能持續維持運動，依據階段改變理論可以善用下列何種策略？ 

(A)意識覺醒 (B)情感喚起 (C)環境再評價 (D)增強管理 

76. 有關多重抗藥性結核病(MDR-TB)的描述，下列何者正確？①結核菌培養為陽性，且同

時對於isoniazid與rifampin有抗藥性 ②結核菌培養為陰性，對任何fluoroquinolone藥物有

抗藥性者 ③因為藥物副作用以致症狀無法明顯改善 ④進階都治計畫(DOTs Plus)能更

全面監控多重抗藥性結核病人：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77. 校園推展「蟲蟲特攻隊」，由校長、教師及學生共同計畫並執行校園內登革熱防治相關

活動，主要是應用社區健康促進介入措施中的哪一項？ 

(A)行為改變 (B)巧推 (C)教育 (D)賦權 

78. 從菲律賓旅遊回國的吳小姐，機場通關時，發現體溫為39°C，就醫後確診為登革熱。下

列描述何者正確？①衛生機關要追查同行者暴露史及健康資料 ②感染某一型登革熱病

毒患者，對該型病毒仍會重複感染 ③只要入境就須進行檢疫程序 ④登革熱只要服藥治

療期間，仍可捐血 ⑤登革熱應儘速於24小時內通報。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⑤ (D)②④⑤ 

79. 教導幼兒園小朋友如何刷牙，最好的教學方法為何？ 

(A)提供圖片展覽法   

(B)提供小班級演講法 

(C)提供示範與演練法   

(D)上網收集有關正確洗手的錄影帶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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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筱霓14歲女生，國中二年級，身高150公分，體重50公斤，覺得自己太胖了，因此到

健康中心找護理師。依此回答下列2題。 

80. 筱霓的BMI (body mass index)為何？ 

(A)13.5 (B)20.0 (C)22.2 (D)30.0 

81. 承上題，依據筱霓的BMI(body mass index)，護理師最適合的回答方式為何？ 

(A)看起來BMI 偏低，建議要多補充營養及均衡飲食  

(B)看起來BMI 偏高，建議要多運動  

(C)看起來BMI 正常，建議維持現在的體型及均衡飲食  

(D)看起來BMI偏高，建議減少脂肪的攝取 

82. 有關校園糖尿病學童照護的描述，下列何者錯誤？ 

(A)宜在糖尿病學童及家長同意後向同班同學衛教糖尿病  

(B)校園低血糖好發情境為餐前及運動後  

(C)以胰島素治療的學生應避免上體育課  

(D)在校內懷疑有低血糖情形應先測量血糖 

83. 某國小為改善學童的肥胖問題，校園禁售含糖飲料，學童也不得攜帶含糖飲料到校，以

利推動多喝白開水活動，此策略是屬於健康促進的何種策略？ 

(A)提供適切的健康服務  (B)提供完善健康教學  

(C)擬定有效的健康政策  (D)創造支持性的健康環境 

84. 有關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的行動綱要，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制定學校健康政策   

(B)創造學校支持性物質環境 

(C)加強藥物濫用管理   

(D)提供健康服務 

85. 小珊，國小二年級，學校護理師發現她身上及背部長有小水疱，下列處置何者正確？①

立即採取隔離措施 ②調查班上同學是否有同樣症狀，並進行通報 ③曾經接種過水痘疫

苗學生可以到校上課④若水疱多於50處表示傳染力不高。 

(A)①② (B)③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86. 傳染病的各種防治措施，可以透過下列何種途徑讓民眾自動的採取預防性的行為？ 

(A)衛生教育 (B)預防接種 (C)隔離 (D)檢疫 

87. 社區衛生護理師在社區中欲進行肥胖防治時，第一個步驟應為： 

(A)評估社區民眾減重的需求  

(B)進行體重控制班課程設計  

(C)與里長討論體重控制班之合適場所  

(D)邀請體重控制相關課程的老師 

88.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學校衛生護理師宣導「課堂或室內活動若無法維持社交距離1.5公尺，

請師生要配戴口罩」，在傳染病防治原則中屬於何種防治原則？ 

(A)減少感染源之傳染力 (B)切斷傳染途徑  

(C)增加宿主抵抗力  (D)降低疾病感受性 

89. 下列何者不包含在四癌防治計畫篩檢中的項目？ 

(A)乳癌篩檢  (B)口腔癌篩檢  (C)子宮頸癌篩檢  (D)肺癌篩檢 

試題公告 
僅供參考



第 10 頁，共 10 頁 

90. 如果某傳染病的潛伏期是72小時到14天，則檢疫期間至少應為幾天？ 

(A)3 (B)7 (C)10 (D)14 

91. 性比(sex ratio)的計算式中之分母是： 
(A)年中人口之女子總數 (B)年中人口之男子總數 
(C)年中人口之總數  (D)15~64歲之人口總數 

92. 天美社區進行500名婦女子宮頸抹片篩檢，發現有50名婦女是零期子宮頸癌病人，經診

斷後確認40名為陽性，而原本450名健康者診斷後有420名為陰性，請問此次篩檢的敏感

度為何？ 
(A)80% (B)93.3% (C)84% (D)90% 

93. 有關社區評估的資料來源，下列何者錯誤？ 
(A)社區發展史資料可以從當地圖書館或地方誌獲得 
(B)健康或疾病統計資料可以從衛生所或醫療院所獲得 
(C)民眾對社區的認同感可以透過戶政資料獲得 
(D)人口分布情形可從戶政事務所獲得 

94. 有關社區健康營造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①希望能改善民眾健康狀況與生活品質 ②

希望透過社區發展方式讓民眾能解決社區健康議題 ③希望能發揮民眾自決、自主與自

助的力量 ④最終目的是改變社區環境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95. 社區衛生護理師選擇以社區正在流行的新冠肺炎而非高血壓作為優先處理之議題，其依

據的原則，下列何者最適當？ 
(A)社區對問題的了解  (B)可利用資源 
(C)社區對解決問題的動機 (D)問題的嚴重性 

96. 張先生與張太太育有一子，獨生子今年要上小學。有關此家庭的護理要點，下列何者正

確？①協助年老或生病的雙親 ②執行家庭計畫 ③維持滿意的婚姻關係 ④促進子女的

學校學習 
(A)①② (B)③④ (C)②④ (D)①③ 

97. 社區衛生護理師今天擬至以下4個家庭進行訪視，下列哪個個案家庭的訪視應排在最後

行的程？ 
(A)社區篩檢時膽固醇值220 mg/dL的吳女士  
(B)獨居，血壓值140/92 mmHg的李老先生  
(C)產後3天剛出院的新住民阮氏女士  
(D)至東南亞旅遊返國後疑似有登革熱的周先生 

98. 林先生於社區整合性篩檢的檢查結果，哪些符合代謝症候群判定標準？①身高150公分、

體重72公斤 ②血壓為128/80 mmHg ③腰圍90公分 ④空腹血糖130 mg/dL ⑤高密度脂

蛋白膽固醇(HDL-C) 43 mg/Dl  
(A)①⑤ (B)③④ (C)④⑤ (D)②④ 

99. 有關慢性病的敘述，下列何者最正確？①僅好發於高齡群體 ②潛伏期長須終生控制 ③

需要密集的醫療照護 ④常殘留殘障或機能不全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①④ 

100. 社區進行傳染病防治工作，若無法把傳播疾病的感染源完全消滅時，下列哪兩項措施

可用來減少該疾病的散播？①隔離 ②檢疫 ③定期檢查 ④消毒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試題公告 
僅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