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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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期評量試卷 

 

學校：____________國小    班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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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範圍：結核病*、腸病毒*、病毒性腸胃炎* 

01、（2）下列有關結核病的敘述，何者正確？ 

（１）潛伏結核感染的人就是結核病病人了。 

（２）結核病可以發生在人體任何器官或組織，但肺結核最為常見。 

（３）得到結核病是不治之症，無法透過藥物治療。 

（４）結核病潛伏期為 10-21 天。 

02、（2）下列哪一種病毒，人類是唯一的帶原者？ 

（１）漢他病毒。 

（２）諾羅病毒。 

（３）勒索病毒。 

（４）木馬病毒。 

03、（4）有關預防結核病，下列何者正確？ 

（１）保持良好的健康生活形態，提升自身免疫力。 

（２）萬一和具傳染性的結核病人有長時間的相處，應接受檢查並定期追蹤。 

（３）非必要時，儘量避免出入通風不良的公共場所及醫療院所。 

（４）以上皆正確。 

04、（4）請問結核病、腸病毒、病毒性腸胃炎這三種疾病的共同傳染途徑為何？ 

（１）性行為傳染。 

（２）昆蟲和動物傳染。 

（３）腦波傳染。 

（４）飛沫傳染。 

05、（1）請問下列何者不是會造成腸胃炎的病毒？ 

（１）戰鬥陀螺病毒(beybladevirus) 。 

（２）輪狀病毒(Rotavir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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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腺病毒(Adenovirus)40 或 41 型。 

（４）諾羅病毒(Norovirus) 。 

06、（2）預防腸病毒需要有良好的觀念，下有何者正確？ 

（１）大量吃冰可以預防及治療腸病毒。 

（２）預防腸病毒感染可用含氯漂白水消毒環境。 

（３）可飲用沙士飲料、蘋果西打，以達到預防腸病毒的的效果。 

（４）盡量到公共場所、擁擠人群中，以鍛鍊免疫力。 

07、（3）預防諾羅病毒，下列何者不恰當？ 

（１）澈底煮熟所有食物，尤其是貝類。 

（２）如廁後、進食或準備食物前，澈底用肥皂洗手。 

（３）如廁後、準備食物前，用香水及殺蟲劑噴手中搓揉，增加殺菌效果。 

（４）生病時應在家休息。 

08、（1）下列何者是結核病的症狀？  

（１）咳嗽超過三週、體重減輕、夜間盜汗。 

（２）沒有任何症狀。 

（３）嗜睡、躁動不安、發燒。 

（４）黃疸、上腹部及背部疼痛。 

09、（3）請問卡介苗主要用於預防何種疾病？ 

（１）視力衰退。 

（２）愛滋病。 

（３）結核病。 

（４）腸病毒。 

10、（1）請問下列哪二種皆為造成病毒性腸胃炎之病毒？ 

（１）諾羅病毒、輪狀病毒。 

（２）馬爾堡病毒、馬爾地夫病毒。 

（３）狂犬病病毒、狂牛症病毒。 

（４）天花病毒、黑死病病毒。 

11、（1）確診潛伏結核感染後，要服用速克伏，請問下列哪一族群不適合？ 

（１）孕婦或準備懷孕的婦女。 

（２）小學生。 

（３）農夫。 

（４）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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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有關腸病毒的敘述何者有誤？ 

（１）腸病毒感染的主要常見症狀為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炎。 

（２）腸病毒適合在濕、熱的環境下生存與傳播。 

（３）腸病毒喜歡在乾、冷且鹽分很高的環境下生存與傳播。 

（４）幼童為併發重症及死亡之高危險群體，而重症致死率約在 1.3%至 33.3%

之間。 

13、（3）請問什麼是諾羅病毒(Norovirus) ？ 

（１）諾羅病毒又稱為懦弱病毒 weak virus，感染後可以不予理會，它也不會造

成傳染。 

（２）是一種 14 世紀發生的瘟疫，又稱「黑死病」。 

（３）諾羅病毒以前稱為類諾瓦克病毒 Norwalk-like virus（NLVs），是一群可感

染人類引起腸胃道發炎的病毒。 

（４）是一種可以感染動物且引起呼吸窘迫的細菌。 

14、（3）請問腸病毒又稱為？ 

（１）不治之症。 

（２）眼翳病。 

（３）手足口病。 

（４）小胖威利症。 

15、（4）預防腸病毒的觀念，下列哪項不適當？ 

（１）勤洗手，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２）玩具（尤其是帶毛玩具）經常清洗、消毒。 

（３）注意居家環境的衛生清潔及通風。 

（４）居家窗戶要緊密關窗，以免病毒飛進來，環境打掃每 6 個月 1 次。 

16、（1）請問什麼是結核菌素測驗？ 

（１）是將 0.1 ㏄（非常微量）的結核菌素注入皮膚，經過 48-72 小時查看有

無特異之免疫反應現象，以診斷是否有結核菌感染。 

（２）是將 100 ㏄（非常巨量）的結核菌素注入皮膚，經過 24 小時查看皮膚

有無紅腫、熱痛，來判斷是否有結核菌感染。 

（３）是將培養皿中的結核菌素調和成液體，經人體飲用後，經過 24 小時查

看有無腹瀉、嘔吐情形，來判斷是否有結核菌感染。 

（４）是採用大腸桿菌素及凝膠塗抹在皮膚表層，經 49 天後查看皮膚是否有

呈現白色斑點，以診斷是否有結核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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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有關結核病的說明，請問錯誤的是？ 

（１）就發生率而言，男性比女性高，老年人比年輕人高。 

（２）以臺灣的病例而言，65 歲以上比例最多，佔比一半以上。 

（３）就發生率而言，醫護人員比率最高，青壯年人比臥床者高。 

（４）結核病的傳染方式，以飛沫(Droplet)傳染為主。 

18、（3）美美因感染到肺結核，除了去看醫生外，還要配合什麼計畫進行治療呢？  

（１）封城計畫。 

（２）鄉村治療計畫。 

（３）都治計畫。 

（４）永續經營計畫。 

19、（3）小花不太注重個人衛生，時常上完廁所後及吃飯前都不洗手，而且又喜歡吃生

的牡蠣及蛤蜊，請問他最有可能得到什麼疾病？ 

（１）水痘。 

（２）結核病。 

（３）病毒性腸胃炎。 

（４）頭蝨。 

20、（4）當我們在照顧病毒性腸胃炎的患者時，下列何者不適合？ 

（１）戴著口罩。 

（２）用熱水（＞85℃）或漂白水清洗弄髒的環境，並且澈底抹乾。 

（３）要戴手套，脫下和丟掉手套後要洗手。 

（４）配戴平安符及項鍊。 

21、（1）要避免感染結核病，下列說明何者最恰當？ 

（１）避免長時間停留網咖、KTV、夜店等密閉空間。 

（２）常常待在撞球間、醫院等人多的地方也不用怕。 

（３）身旁有人生病時，為避免呼吸困難，不需要請他戴口罩。 

（４）咳嗽有痰時，直接吐掉就好。 

22、（4）結核菌素測驗呈陽性反應，代表什麼意義？ 

（１）表示您不曾被結核菌感染，代表 10 年內會發病。 

（２）表示您曾被結核菌感染，代表未來 10 年不會發病。 

（３）表示您不曾被結核菌感染，代表不會發病。 

（４）表示您曾被結核菌感染，但不代表目前發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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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有關腸病毒防治，下列何者不正確？ 

（１）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勤洗手。 

（２）有眼睛乾澀、說夢話、夜裡盜汗等情形，應盡速就醫。 

（３）流行期間避免攜幼童出入擁擠的公共衛生場所。 

（４）若出現腸病毒症狀，例如：嗜睡、意識不清、活力不佳、持續性嘔吐、

肌躍型抽搐、手腳無力時，應盡速就醫。 

24、（2）有關預防腸病毒的消毒工作，何者不正確？ 

（１）進行全面環境清潔及重點消毒工作，包括：電梯按鈕、手扶梯、門把、

手推車及附設兒童遊戲設施等，均要以消毒劑進行清潔與消毒。 

（２）薄荷是良好的消毒工具，應於三餐前使用，以避免腸病毒感染。 

（３）可使用市售之含氯漂白水，稀釋後進行消毒。 

（４）工作人員應穿戴防水手套、口罩等防護衣物，工作完畢後手套應取下，

避免碰觸其他物品而造成污染。 

25、（4）請問下列何種方法可以檢查有沒有潛伏結核感染？ 

（１）戊型胰島素定量試驗。 

（２）甲型成長激素定序試驗。 

（３）乙型肝體素放射性試驗。 

（４）丙型干擾素釋放試驗。 

26、（1）速克伏(3HP)短程治療處方的服藥時間、劑量為何？ 

（１）每週服藥一次， 需 12 個劑量，療程共 3 個月。 

（２）每週服藥五次， 需 50 個劑量，療程共 2.5 個月。 

（３）每月服藥一次， 需 12 個劑量，療程共 12 個月。 

（４）每 3 天服藥一次，需 25 個劑量，療程共 2.5 個月。 

27、（4）請問什麼是都治計畫（DOPT）？ 

（１）都治關懷員以無線電收訊方式向個案說明服藥規範，請個案與村辦公室

聯繫討論每次服藥時間，以利個案預先規劃個人行程。 

（２）都治關懷員用書信關懷個案服藥，由語言治療師向個案說明服藥規範。 

（３）都治關懷員用手機視訊方式關懷個案服藥，由物理治療師向個案說明服

藥規範。 

（４）都治關懷員以親眼目睹方式關懷個案服藥，不可用視訊方式執行。醫師

或個管師向個案說明服藥規範，並由個案與公衛護士聯繫討論服藥時間，

以利個案預先規劃個人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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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下列有關腸病毒敘述，誰說的最正確？ 

（１）大喬：腸病毒是一種基因突變，主要是 DNA 在胎兒發展時排序異常所

導致，屬於遺傳性疾病。 

（２）小喬：腸病毒是一種慢性疾病，潛伏期高達 3 年以上，平時要注重飲食

及健康。 

（３）安安：腸病毒常見症狀為發燒、食慾不佳、活動力下降、躁動不安、皮

膚出現紅疹、腹瀉或嘔吐。 

（４）花花：腸病毒常見症狀為嗜睡、吃多、喝多、代謝增加、腳會疼痛。 

29、（3）小城得到了腸病毒，請問他的身體可能會在哪裡出現水泡?  

（１）頭皮、耳朵及髮根。 

（２）大腿、小腿及膝蓋。 

（３）口腔、手掌及腳掌。 

（４）眼窩四周、手肘及額頭。 

30、（4）下列哪個疾病不會經空氣、飛沫、食物、飲水傳染？ 

（１）腸病毒。 

（２）腸胃炎。 

（３）結核病。 

（４）登革熱。 

31、（2）腸病毒的好發月份是什麼時候呢？ 

（１）每年 11 月，只有免疫力低的人才會感染。 

（２）每年 4-9 月。 

（３）每年農曆過年前 10 天，只有免疫力低的老人才會感染。 

（４）每年 2 月，僅小孩感染。 

32、（3）終結 TB，預計在 20___消除結核？ 

（１）2008。 

（２）2058。 

（３）2035。 

（４）2098。 

33、（4）有關腸病毒的說法，請問下列何者最正確？ 

（１）疾病管制署針對腸病毒已研發出特效藥，民眾可自行上網購買藥品。 

（２）成年人因為有良好的免疫能力，所以不會感染腸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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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腸病毒由性行為、共用針頭及輸血所傳染。 

（４）國內目前已研發出腸病毒 71 型疫苗，正在進行臨床試驗，尚未上市提

供接種。 

34、（1）腸胃炎係指胃、小腸或大腸的發炎，通常會出現什麼症狀呢？ 

（１）會導致病患嘔吐或腹瀉。 

（２）會導致病患視力模糊、遠視及老花眼。 

（３）會導致病患手腳麻痺、膝蓋無力、說話不清楚。 

（４）會導致病患出現幻聽、幻覺及失眠。 

35、（4）我們可以透過下列何種方式預防腸胃炎？ 

（１）注意個人衛生，以肥皂或洗手乳正確洗手。 

（２）蔬果要清洗乾淨，避免生食生飲。 

（３）新生兒餵哺母奶，可提高嬰幼兒的免疫力。 

（４）以上皆是。 

36、（3）請問下列何者不是腸病毒主要的傳染途徑？ 

（１）糞口傳染。 

（２）飛沫傳染。 

（３）血液傳染。 

（４）接觸傳染。 

37、（3）請問諾羅病毒的潛伏期及傳染期為何？  

（１）潛伏期為 3 分鐘，一般在急性腹瀉停止之後就不具傳染性。 

（２）潛伏期一般為 3 個月，一般在急性腹瀉停止之後 100 小時內依舊有傳染

性。 

（３）潛伏期一般為 24 至 48 小時，一般在急性腹瀉停止之後 48 小時內依舊

有傳染性。 

（４）潛伏期一般為 30 天，一般屬於慢性腹瀉，傳染期長達 30 天。 

38、（4）請問輪狀病毒的潛伏期及傳染期為何？ 

（１）潛伏期一般為 8 至 12 小時，一般在急性發作期 80 天後，仍有感染力 。 

（２）潛伏期一般為 90 天，一般在急性發作期 8 天之內，還具有感染力。 

（３）無潛伏期，若得到輪狀病毒時，會馬上上吐下瀉。 

（４）潛伏期一般為 24 至 72 小時，一般在急性發作期 8 天之內，還具有感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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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請問感染腸病毒後，多久會出現症狀 ？ 

（１）約 3-5 個月(平均為 1.5-2 個月)。 

（２）約 10 分鐘至 3 小時(平均為 2 小時)。 

（３）腸病毒為慢性疾病，感染後約一年才會發病。 

（４）約 2 到 10 天（平均約 3 到 5 天）。 

40、（3）請問「都治計畫」（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Course, DOTS）的執行口號為？ 

（１）「藥給家屬、填寫表格、事後評估。 

（２）「郵寄藥品、雲端監測、熟讀數據」」。 

（３）「送藥到手、服藥入口、吞下再走」。 

（４）「遠程觀看、服藥入口、保持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