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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全國離島及偏遠地區國小學童防疫測試競賽 

第一期評量試卷 
 

學校：____________國小    班級：五年__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01、（ ）下列有關水痘的敘述何者錯誤？ 

（１）水痘主要是經由皮膚直接接觸、飛沫或空氣傳染，接觸到患者之水

疱，也會造成傳染。 

（２）接種水痘疫苗為預防感染水痘最好的方法。 

（３）水痘潛伏期為 2-3 天。 

（４）水痘傳染力強，容易造成幼托機構、學校、軍營、矯正機關等人

口密集機構的群聚感染。 

02、（ ）下列何者非為愛滋病的傳染途徑？ 

（１）飛沫傳染。 

（２）性行為傳染。 

（３）母子垂直感染。 

（４）血液傳染。 

03、（ ）小安想要好好保護自己的眼睛，下列何者不適當？ 

（１）每日戶外活動 2-3 小時以上。 

（２）均衡飲食，天天五蔬果。 

（３）閱讀時光線要充足，坐姿要正確。 

（４）每天玩電動 6 個小時，享受藍光的刺激。 

04、（ ）下列何者不屬於每日應均衡攝取的六大類食物？ 

（１）全榖雜糧類。 

（２）豆魚蛋肉類。 

（３）水果類。 

（４）甜點類。 

05、（ ）巧巧與同學討論護眼方法，誰的主張不正確？ 

（１）阿明：未滿兩歲要避免看螢幕。 

（２）京京：兩歲以上，每天不要超過 1 小時。 

（３）巧巧：兩歲以上，每天可以看超過 2 小時。 

（４）東東：不要在搖晃的車上閱讀。 



2 
 

06、（ ）下列有關「我的餐盤」口訣，何者有誤？ 

（１）每天早晚一杯奶 

（２）飯和蔬菜一樣多 

（３）堅果種子一茶匙 

（４）菜比水果少一點 

07、（ ）下列有關豆漿的敘述，何者有誤？ 

（１）等量的豆漿和牛奶，擁有相同的鈣質含量。 

（２）比起同樣重量的牛奶，豆漿的鈣質含量僅有牛奶的 1/7。 

（３）經過磨漿、過濾與煮漿製成的豆漿，含鈣量比板豆腐少。 

（４）板豆腐、豆干的含鈣量比豆漿多。 

08、（ ）請問下列有關水痘的描述何者有誤？ 

（１）水痘好發於夏季。 

（２）水痘會經過飛沫、空氣、接觸傳染。 

（３）建議幼兒滿 4-6 歲可自費接種第二劑水痘疫苗。 

（４）疫苗抗體會隨著年紀增長而有所下降。 

09、（ ）下列何者不是感染水痘的高風險族群？  

（１）小於 1 歲之嬰兒。 

（２）孕婦。 

（３）免疫缺陷者。 

（４）定期運動的健康成年人。 

10、（ ）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是維持健康的方式之一，請問下列何者有誤？ 

（１）生病時要戴口罩。 

（２）生病不要在家休息，要多去戶外活動，吸收芬多精。 

（３）保持手部清潔。 

（４）均衡健康飲食。 

11、（ ）下列哪項最有助於預防流感流行？ 

（１）打疫苗、勤洗手、有症狀戴口罩、感染流感在家休息。 

（２）感染流感時多做激烈運動。 

（３）感染流感時仍應該去學校上課。 

（４）早晚各刷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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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有關水痘的潛伏期，何者為正確？ 

（１）因個人體質不同，潛伏期時間可能長達一年。 

（２）24 小時內，一般為 8-12 小時。 

（３）3 個月，一般 80-90 天。 

（４）2～3 週，一般為 13～17 天。 

13、（ ）使用電子化教學設備時，應注意哪些事情？ 

（１）低年級不建議使用電子化設備進行教學。 

（２）避免直視投影機光束。 

（３）使用大型電子設備教學時，第一排距離螢幕至少 2 公尺。 

（４）以上皆是。 

14、（ ）下列何者是愛滋病毒的傳染途徑？ 

（１）透過打噴嚏、咳嗽傳染。 

（２）透過螞蟻叮咬傳染。 

（３）母子垂直感染。 

（４）與愛滋病患者同坐一張椅子而接觸傳染。 

15、（ ）請問有關愛滋病與蚊蟲叮咬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１）愛滋病毒無法在蚊子體內生長。 

（２）蚊子叮咬後口器的殘血量很高，要小心被叮咬。 

（３）蚊子是愛滋病毒適合生長的環境。 

（４）蚊蟲是愛滋病的傳播媒介。 

16、（ ）下列何者是均衡飲食的正確觀念？ 

（１）隨心所欲吃甜點。 

（２）每天下午喝一杯黑糖珍珠奶茶。 

（３）假日睡到自然醒，不用吃早餐。 

（４）多蔬食少紅肉，多粗食少精製。 

17、（ ）下列有關素食均衡飲食的敘述，何者正確？ 

（１）全穀雜糧為主食，豆類搭配食更佳。 

（２）烹調用油常變化，堅果種子不可少。 

（３）深色蔬菜營養高，菇藻紫菜應俱全。 

（４）以上皆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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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正男喜愛吃糖，每天至少喝兩杯全糖飲料，下列對他的建議何者不恰當？ 

（１）糖類攝取過多，容易有蛀牙的風險。 

（２）想喝就喝，趁年輕時不會有問題。 

（３）吃過多糖類，容易引起肥胖。 

（４）糖類攝取過多，易增加發生代謝症候群的機會。 

19、（ ）下列何者是水痘盛行的季節？ 

（１）冬季及早春。 

（２）夏季秋初時期。 

（３）梅雨季節。 

（４）暑假期間。 

20、（ ）請問為什麼要接種流感疫苗呢？ 

（１）流感不是一般感冒，嚴重時可能引起肺炎、腦炎等併發症，甚至有生

命危險，而接種流感疫苗可預防流感。 

（２）接種流感疫苗後，一整年都不會感冒了。 

（３）接種流感疫苗後，身體會很健康，百病不侵。 

（４）以上都是。 

21、（ ）下列有關近視的敘述，何者有誤？ 

（１）孩童若無適當控管度數，容易變成高度近視(>500 度)。 

（２）每年檢查視力 1-2 次。 

（３）閱讀書籍時可以躺著看。 

（４）用眼 30 分鐘就需要休息 10 分鐘。 

22、（ ）下列有關六大類食物分類，何者有誤？ 

（１）哈密瓜屬於水果類。 

（２）堅果種子屬於豆魚肉蛋類。 

（３）雞蛋屬於豆魚肉蛋類。 

（４）空心菜屬於蔬菜類。 

23、（ ）最近你學到護眼妙招，請問下列何者是正確的？ 

（１）閱讀時光線要充足，桌面至少 350 米燭光以上。 

（２）閱讀時姿勢端正、肩膀放鬆、腰打直、不歪頭。 

（３）均衡飲食，多攝取維生素 A、B、C 群，及深色蔬菜。 

（４）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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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請問下列何者不是現行公費流感疫苗接種施打對象？ 

（１）國小、國中、高中、高職、五專 1-3 年級學生。 

（２）50 歲以上成人。 

（３）滿 6 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幼兒。 

（４）35 歲的健康成人。 

25、（ ）請問怎麼吃才叫做均衡飲食呢？ 

（１）均衡飲食是隨著自己的喜好選食物，這樣才均衡。 

（２）均衡飲食是每天都吃豆、魚、肉、蛋類，其他種類食物隨意吃。 

（３）均衡飲食是一週三天攝取六大類食物。 

（４）均衡飲食是每天都要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 

26、（ ）學生近視的原因很多，下列哪一種行為最不是造成近視的原因？ 

（１）用趴的方式看書。 

（２）電視看 3 小時以上。 

（３）常常用手機打電玩。 

（４）至戶外打球。 

27、（ ）感染到流感，如果要外出，應配戴何者？ 

（１）手套。 

（２）圍巾。 

（３）口罩。 

（４）襪子。 

28、（ ）不安全性行為、共用針頭等，容易感染什麼病？ 

（１）愛滋病(AIDS)。 

（２）水痘併發症。 

（３）屈公病。 

（４）羔蟲病。 

29、（ ）請問水痘的病原體是？ 

（１）螺旋體。 

（２）寄生蟲。 

（３）病毒。 

（４）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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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下列何者膳食纖維含量最高，可以幫助腸胃蠕動，增加排便？ 

（１）炸雞薯條。 

（２）起司蛋糕。 

（３）豆腐乳。 

（４）炒龍鬚菜。 

31、（ ）感染到流感的人，下列何種作法是正確？ 

（１）勤洗手並看醫生。 

（２）自行至藥局購買感冒藥。 

（３）食用偏方來治療。 

（４）多到公共場所走動。 

32、（ ）愛滋病毒主要會破壞人體的哪個系統？ 

（１）呼吸系統。 

（２）內分泌系統。 

（３）器官系統。 

（４）免疫系統。 

33、（ ）愛滋病的傳染途徑，不包括下列哪種方式？ 

（１）性行為傳染。 

（２）一同去郊遊。 

（３）血液傳染。 

（４）母子垂直傳染。 

34、（ ）接觸 3C 產品，看多久需要休息多久時間呢 ？ 

（１）看 24 小時，休息 20 分鐘。 

（２）看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 

（３）看 12 小時，休息 10 分鐘。 

（４）看 1 小時，休息 5 分鐘。 

35、（ ）請問下列何者是正確的洗手五步驟？ 

（１）濕、搓、沖、捧、擦。 

（２）捧、濕、搓、沖、擦。 

（３）巡、倒、清、刷、沖。 

（４）內、外、大、立、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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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列有關愛滋病的敘述，何者錯誤？ 

（１）現在有愛滋病疫苗，若民眾有疑慮，可事先注射預防。 

（２）愛滋病不會藉由共同吃飯而感染。 

（３）愛滋病可藉由性行為傳染。 

（４）愛滋病可經由母體垂直感染。 

37、（ ）勤洗手可以預防疾病，但下列哪一種不是勤洗手就可以預防的？ 

（１）流感。 

（２）愛滋病。 

（３）腸病毒。 

（４）水痘。 

38、（ ）下列關於流感的說明，哪一項說法不對？ 

（１）若引發併發症，後續病程可能很嚴重。 

（２）會經由飛沫傳染。 

（３）有疫苗可接種。 

（４）不會引發流行，感染流感時，自行買感冒藥吃即可。 

39、（ ）關於愛滋病防治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１）愛滋病為不治之症，一旦感染便無藥可醫治。 

（２）全程使用保險套，可避免因性行為傳染愛滋病毒。 

（３）避免感染愛滋病毒，不要共用注射針頭、針筒。 

（４）愛滋病毒可透過體液:如血液、精液、陰道分泌物、母乳等方式傳染。 

40、（ ）下列何者是水痘的症狀？ 

（１）上吐下瀉。 

（２）吃多、喝多、尿多。 

（３）皮膚長出斑丘疹及水泡。 

（４）連續咳嗽 3 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