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號 題目 答案 解釋

1 所有的食品添加物都會危害人體健康。  X

 非所有食品添加物皆會危害人體.例如：營

養添加劑。食物添加物使用範圍暨限量標準

是採正面表列.只有表列的添加物可以使用在

准許的食品類別上.而且不能超量使用。

2
小安上瑜珈課時，常腳部抽筋是因為缺乏鐵

質。
 X

腳抽筋的主要原因有：局部循環不良、環境

溫度改變、水份鹽分流失過多、或是飲食中

礦物質的含量不足(如鈣、鎂)

3

阿成為了排便順暢，每天都會喝一瓶優酪乳

與一瓶養樂多，因為內含有幽門桿菌可助消

化整腸。

 X 乳酸菌可抑制壞菌繁殖.避免拉肚子的情形。

4
小華跌倒流血時，經加壓後即停止流血，是

血液中的血小板具有凝結功能。
 O

血小板會從血管釋放出一種凝集素的物質.當

凝血素與纖維蛋白結合後.就能阻止血液流

失。

5
爸爸打阿嬤的時候，我可以向警察伯伯求

救。
 O

 可撥打110向警察局求助，警察會在第一時

間到場

6

當我們情緒低落、覺得對什麼事情都不在

意、感到生活不快樂時，我們可以尋求心理

師做心理諮商，解決我的困擾？

 O

 心理諮商是協助您自我瞭解與探索慢性病的

歷程，透過「談話」的方式，協助人解決問

題的專業服務並陪伴您一起面對與處理問題

或困擾。 諮商可以幫您釐清造成您心理困擾

的根源，調整因應問題的方式或找出解決問

題的方法。

7
看門診不領藥回家覺得很「吃虧」.所以到不

同醫院重複領藥.多的囤積在家中比較安心。
 X

 有些民眾覺得吃了幾次病情沒有改善.就換

到另一家醫院看診.短時間內密集就診.領到

名稱不同但藥理作用相似的藥品.容易造成重

複用藥發生嚴重副作用。

8 我和弟弟妹妹的健保卡可以互相使用。  X  健保卡一人一卡，不能互相使用。

9
健保IC卡裡面.有自己的就醫紀錄.可以讓醫

生參考.做出最好的治療。
 O

 健保卡IC卡登錄個人就醫、用藥及檢查等紀

錄.當醫師為您診療時.可得知您先前的用藥

與檢查情況.以免重複用藥或重複檢查.保障

您的就醫安全.提升醫療品質.並可減少醫療

浪費。

10
有病先去住家附近的基層診所就診是正確的

就醫觀念，方便又省時。
 O

11 人的生命時時刻刻都仰賴著一氧化碳維生。  X 人體維生的氣體為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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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失智症是無法治療的，所以也就不用看醫生

，順其自然就可以了。
 X

 失智症是一種疾病現象而不是正常的老化.

很多家屬以為人老了都是這樣.因而忽略了就

醫的重要性..就醫除了確立診斷亦可利用藥

物控制病情繼續惡化。

13
為了幫助失智爺爺奶奶，我可以幫著他一起

完成他不能自己完成的事。
 O

 讓失智長輩維持仍有的功能,所以能做的是

盡量讓他自己做

14 嗎啡的毒癮是不能完全戒掉的。  X

 嗎啡屬於第一級毒品，但不論哪一種毒品，

只要我們堅定戒毒決心、適當尋求協助都有

戒除毒癮的可能。

15
拒絕不良嗜好、遠離是非場所，是拒絕毒品

的方法之一。
 O

 拒毒六招 一、堅定友情，但做自己 二、自

我解嘲，幽默一下 三、逃之夭夭，走為上策

四、表明態度，堅持拒絕 五、道德勸說，回

頭是岸 六、轉移話題，移開注意 題目符合

戒毒六招，故答案為正確。

16 大麻於毒品分級中.是屬於第二級毒品。  O

 根據「10條例」第2條：毒品依成癮性、濫

用性、社會危害性等將大麻列為第二級毒

品。

17
未經過醫生許可就私下使用管制藥品行為就

是吸毒。
 O

 管制藥品如果能夠遵照醫師囑咐使用.是醫

療用途.將其濫用才是毒品。

18
減肥藥常常非法加入快樂丸.提高精神而達減

肥效果。
 X

 安非他命從麻黃樹中提煉出來的一種物質.

屬於中樞神經興奮劑.常被不正當濫用於減肥

藥物中。

19 愛滋疫情飆升是因為毒癮者的鼻吸造成的。  X  愛滋疫情飆升是因為毒癮者共用針具所致。

20 學生藥物濫用可能是課業壓力太大。  O

21
我在路邊看到有人在種植大麻，可以偷偷摘

幾片葉子回家試用看看。
 X

 這個行為觸犯竊盜罪以及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發現大麻時，應立即通報當地警局，以

免毒品流入社會。

22 陌生人請喝飲料，應立即拒絕對方。  O
 陌生人可能提供含有毒品之飲料，故不應該

接受陌生人任何東西。

23
24小時免付費戒毒成功專線為0800-770-

995(請請你，救救我)
 X  0800-770-885(請請你，幫幫我)

24
若母親懷孕時期.吸食海洛因等毒品.將可能

影響胎兒早產或是智能不足。
 O

25
選購食品應注意食品外包裝「營養標示」反

式脂肪酸含量
 O

 飲食中之反式脂肪酸可能會增加罹患心臟疾

病的風險。因為反式脂肪酸會提高血液中的

“壞”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

cholesterol]的濃度；降低“好”膽固醇[高

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 cholesterol]的濃

度，LDL膽固醇已知是造成心臟疾病的風險因

子，而HDL膽固醇可以保護心臟不易發生疾

病。



26

預防食品中毒五要原則為要洗手、要新鮮、

要生熟食分開、要澈底加熱、要注意保存溫

度。

 O

 1.要洗手：調理食品前後都需洗淨.有傷口

要先包紮。 2.要新鮮：食材要新鮮衛生.用

水也必須乾淨無虞。 3.要生熟食分開：用不

同器具處理生熟食.避免交互污染。 4.要澈

底加熱：食品中心溫度超過70℃細菌才容易

被消滅。 5.要注意保存溫度：低於7℃才能

抑制細菌生長.室溫不宜放置過久。

27
食物調製後勿於室溫下放置超過2小時，夏天

時「室溫超過32℃」勿放置超過1小時。
 O

 室溫下(15℃-43℃)細菌容易繁殖.造成腐

敗.故應立即食用完畢或放置冰箱保存.避免

造成污染

28 冷凍食品需保存在-18℃以下。  O

 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二十三、(二)規定.

冷凍食品之中心溫度應保持在攝氏-18℃以

下。

29
食物中毒是因吃了不乾淨或有毒的食物而引

發的急性疾病.一般會有腹瀉和嘔吐的症狀。
 O

30

營養宣稱就是以說明、隱喻的方式告訴大家

食品具備特定營養性質，如高鈣、高鐵、低

鈉、高纖維等字樣。

 O

31
哆啦美說引起腸炎弧菌的食品中毒原因食品

就是海鮮類產品。
 O

 腸炎弧菌存在於溫暖的沿海淡水中.主要引

起的原因食品為生鮮海產、魚貝類或受其污

染的其他食品。

32 小丸子請問釀造醬油是經由發酵製成的嗎?  O

 醬油分為釀造醬油及化學醬油.其中釀造醬

油是具有優良香味的含鹽釀造調味料.以黃

豆、小麥等為主原料.加入麴菌（

Aspergillus oryzae. Asp. soyae）分解發

酵.再經熟成、調煮、殺菌、澄清及過濾而製

得。

33

為防止水產品發黑及褐變，並能有效增加白

度及亮澤度，讓賣相更佳，常會添加二氧化

硫增加亮度。

 O

34
國外進口的食品上面除了英文以外不需要中

文標示。
 X

 國外進口的食品，仍需依市售包裝食品標示

相關規定，有中文標示。

35
購買食品時要養成閱讀食品標示及營養標示

的習慣，要隨時注意自己的飲食。
 O

36 看病時要跟醫師說自己過去得過哪些病?  O



37
健保制度是一種醫療資源共享的制度，要真

正需要時才使用，避免造成浪費醫療資源。
 O  大家應珍惜健保資源不可濫用。

38 手只要沒有髒就不用洗手。  X  許多髒污是肉眼看不見的.應多洗手。

39
領藥時需核對藥單、藥袋、姓名、藥名、數

量是否正確。
 O

40

小美的哥哥生病了，媽媽沒空帶他去看醫師

，小美可以把上次生病在醫院拿的藥給哥哥

吃。

 X

 處方藥要嚴格遵醫囑，切勿擅自使用。特別

是抗菌藥物和激素類藥物，不能自行調整用

量或停用。

41
看病時，我會等護士阿姨叫我的全名，並主

動出示健保卡，再就醫。
 O

 在求醫過程，主動提供身分證件或健保卡作

為辨認身分的依據。

42
小花覺得學校廁所很髒，常憋尿到回家後才

上廁所，很容易造成膀胱發炎。
 O  憋尿會妨害身體健康.造成膀胱炎。

43 趴在床上看書.是人生的一大樂趣。  X
 閱讀姿勢應保持端正.以保持適當距離保護

眼睛與肌肉骨骼的發展。

44
不良的生活習慣如看電視、電玩等，與近視

的原因有關。
 O

45
娜美為了要減肥，選擇食物時只要注意熱量

的高低就好。
 X

 除了熱量，還要注意其他營養標示、食品標

示以及警語。

46

吃飯時間到了!可是我的遊戲卡關了，我得要

加把勁打敗魔王!那我一邊吃飯一邊破關好

了。

 X
 吃東西不專心，不僅吃得更多，還會讓人忘

記吃了多少東西。

47
小賢每天把泡麵當正餐吃，他所攝取的鈉含

量很高，會對身體造成影響。
 O

48
糙米粗粗硬硬的不好吃，白米比較好吃，所

以我們要少吃糙米。
 X

 糙米為全穀，富含膳食纖維，可以增加咀

嚼、飽足感。

49
六大營養素中的維生素、礦物質、纖維和水

也會提供我們身體熱量。
 X

營養素中的維生素、礦物質、纖維和水不會

提供我們身體熱量

50 我可以常常用喝果汁來取代水果？  X

 果汁不等於水果，而且市售的稀釋果汁，果

汁含量很低，更添加了很多糖、色素與香料

等，多喝對身體會造成很多壞處。

51
大龍常不愛刷牙.牙齒上的牙菌斑若沒有去

掉.時間一久硬塊將變成牙結石。
 O

52
小胖為了瘦身決定飯後休息30分鐘後.再到住

家附近散步.有益身體健康。
 O

 因為飯後.消化器官需要大量的血液幫助消

化.如果立即運動.體內會減少腸胃的血液供

應.容易造成腸胃不適.消化不良。

53
百貨公司裡面可以設置獨立空調及獨立隔間

的室內吸菸室。
 O



54 在餐廳用餐時不可以抽菸。  O
 腎臟是體內排泄毒物最有效的器官.也是最

重要的排泄途徑。

55
香菸主要對吸菸者有健康危害，但對身旁的

人沒有危害。
 X

 血壓控制得當.可避免血管收縮而造成腎臟

細胞損害。

56 吸菸會增加肺癌的發生率。  O

 糖尿病是慢性的代謝異常疾病.主要原因是

由於體內胰島素缺乏或功能不全.對糖類的利

用能力減低.甚至完全無法利用而造成血糖上

升。

57
小花是國小五年級學生.因為是幫爺爺買菸所

以超商店員可以賣菸給他。
 X

58
媽媽長期吸食爸爸吐出的二手菸比一手菸對

人體的危害更大。
 O

59
吸菸容易導致癌症.無論是肺癌、口腔癌或是

腎臟癌。
 O

60

「拒二手菸宣言」有「四不一沒有」，其中

四不是指「不買菸」、「不接觸」、「不放

棄」、「不要聞」。

 X

「拒二手菸宣言」有「四不一沒有」，其中

四不是指「不買菸」、「不接觸」、「不放

棄」、「不嘗試」。

61

醫院全面禁菸，包含室內外，亦不得設吸菸

區及吸菸室，只要是醫院的'範圍'內都不能

吸，包含醫院停車場。

 O

62
販賣菸品的巨額利潤.都是用全民的健康為代

價所換取來的。
 O

63
小美因未滿18歲吸菸被抓到，上戒菸教育時

，她的父母或監護人應到場。
 X

64
小黑躲在就讀的國小廁所裡抽菸，是該被禁

止的行為。
 O

65
小黑到醫院探病時.發現補大醫院貼有標誌.

顯示圍牆內全面禁菸。
 O

66
學校的廚工阿寶在廚房中一邊抽菸.一邊炒

菜.是違法的。
 O

67
吸菸會導致口腔癌、肺炎、肺氣腫、慢性支

氣管炎等疾病。
 O

68

下列場所戶外可設置吸菸區，未設吸菸區者.

為全面禁菸場所：「大專院校、圖書館、博

物館、美術館、社教機構、體育場、游泳池

等」。

 O



69
吸菸者體內的一氧化碳含量越高，表示身體

缺氧情況越嚴重
 O

70
常吸菸的人，拿菸的手指頭會黃黃的、不好

看
 O

71

感染流感會突然出現發燒（耳溫≧38℃）及

呼吸道症狀（如咳嗽、喉嚨痛、流鼻水、打

噴嚏等）、肌肉酸痛、頭痛或極度倦怠感等

症狀，少部分會出現嘔吐或腹瀉。

 O

72

流感病毒主要是在密閉空間中，經由空氣傳

播（屬飛沫傳染），但其病毒可在環境中存

活數小時，所以也可能經由接觸傳染。

 O

73
要避免感染流感，平時要注意個人衛生習慣

，勤洗手。
 O

74
在流感流行期間，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處

地方，可以避免感染。
 O

75
如果感染流感，應儘量在家休息，不要外

出。
 O

76

流感病人如果要外出，應戴口罩；咳嗽或打

噴嚏時，應以手帕或衛生紙摀住口鼻，以免

傳染給其他人。

 O

77
呼吸道疾病的主要症狀是發燒、咳嗽，傳染

方式都是飛沫傳染。
 O

78
治療季節性流感的藥物-克流感、瑞樂沙也可

用來治療新型流感。
 O

79
出現呼吸道症狀時應戴上口罩.以免傳染給別

人。
 O  生病時應隨時戴上口罩.以免傳染給別人。

80
打噴嚏、流鼻水、咳嗽等.都是感冒常見的症

狀。
 O

81
感冒嚴重時.可能會引起支氣管炎或肺炎等併

發症。
 O

82
傳染病的發生是由於病原體侵入人體所引起

的。
 O



83 B型肝炎是經由血液、體液傳染。  O

 B型肝炎是經由血液或體液傳染的.帶有B肝

病毒的血液或體液進入體內.才會感染到B型

肝炎。飲食是不會傳染B型肝炎的。B型肝炎

傳染途徑可分為垂直傳染和水平傳染兩種。

84

小明說注意飲水及飲食衛生.不可生飲、生

食.尤其生蠔或是水產貝類.可避免感染急性

病毒性A型肝炎。

 O

 Ａ型肝炎是病毒性肝炎的一種。Ａ型肝炎是

經糞口途徑傳染.也就是說吃到受A型肝炎病

毒汙染的食物、水而感染到A型肝炎。

85
小咪得了急性病毒性E型肝炎.可能是喝了受

污染的生水或生食導致。
 O

 E型肝炎是病毒性肝炎的一種。E型肝炎是經

糞口途徑傳染.也就是說吃到受E型肝炎病毒

汙染的食物、水而感染到E型肝炎。

86
旅行時要注意.A型肝炎主要流行區域包括亞

洲、非洲與南美洲等地區。
 O

 因為A肝的傳染途徑為糞口傳染.去東南亞、

非洲或南美洲等國家飲食更需多注意衛生

87
腸病毒患者可持續經由腸道釋出病毒.時間長

達8到12週之久。
 O

 腸病毒感染的潛伏期大約2至10天.平均約3

到5天.發病前數天在喉嚨及糞便都有病毒存

在.即開始有傳染力.通常以發病後一週內傳

染力最強；而患者可持續經由腸道釋出病毒.

時間可達8到12週之久。

88
小朋友在腸病毒流行期間.應避免到人多擁擠

的地方。
 O

 腸病毒容易在人多擁擠且通風不良的場所發

生流行.故小朋友應於流行期間避免到這些場

所.以免感染腸病毒。

89 飯前、便後洗手可以有效預防腸病毒。  O
 腸病毒的傳染途徑包含糞口、飛沫及接觸傳

染.故飯前、便後洗手可以有效預防腸病毒。

90
托兒所、幼稚園裡的玩具應定期清洗、消毒.

以避免傳染腸病毒。
 O

 腸病毒沾附在玩具上頭.故定期清洗與消毒

玩具.可以避免腸病毒的傳染。

91
大人從外面回家時.應先洗手、漱口及換衣服

後.再抱小孩.以免讓小孩感染腸病毒。
 O

 返家後.應先洗手、漱口及換衣服.避免沾附

在身上的腸病毒藉機傳染給家中的小孩。

92

正確洗手五步驟是：1濕—把手淋濕，2搓—

擦肥皂雙手搓20秒，3沖—用清水沖洗雙手，

4捧—捧水洗水龍頭，5擦—擦乾雙手。

 O

93
感染腸病毒的小朋友要去看醫生，回家後好

好休息、多補充水分及營養就可以好起來。
 O

 感染腸病毒應依循醫師指示吃藥並在家休

息.以早日康復。

94
如果感染到腸病毒，應避免和其他小朋友一

起玩，以免傳染給別人。
 O

 小朋友感染腸病毒應在家休息.避免和其他

小朋友玩耍.以降低傳染給其他人的機會。



95
定期清除積水容器之積水是消滅病媒蚊最有

效的方法。
 O

96

小琪在戶外活動時被蚊子叮，幾天後不但發

燒，而且全身痠痛、皮膚出疹，她有可能是

感染了登革熱，應儘速就醫。

 O

97
自然課黃老師平常考出了一個題目，登革熱

病媒蚊幼蟲孳生於積水容器中。
 O

98 子宮頸癌為我國101年十大癌症之一。  O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101年十大癌症死因

順位為：(1)氣管、支氣管和肺癌、(2)肝和

肝內膽管癌、(3)結腸、直腸和肛門癌、(4)

女性乳房癌、(5)口腔癌、(6)胃癌、(7)前列

腺(攝護腺)癌、(8)胰臟癌、(9)食道癌、

(10)子宮頸及部位未明示子宮癌。

99 高血壓患者應避免吃太多高鹽食物。  O

100 小花常吃炸雞也不會導致高血壓。  X

101
預防心臟病的方法，可透過常吃豬蹄膀增強

抵抗力。
 X  因豬蹄膀屬高脂食物.易導致心臟疾病。

102
吸菸、喝酒與嚼檳榔都會增加罹患口腔癌的

機會
 O

103 成人女性理想的腰圍應該要小於90公分  X  80 cm

104 高血壓可能會導致中風  O
 高血壓對中風的作用主要在於加速腦動脈硬

化過程。

105
糖尿病人運動最好每週至少5次，每次約20-

40分鐘？
 O  糖尿病人規律的運動.可以降低血糖值。

106 高血壓患者應避免吃太多高纖食物。  X

 高纖食物以蔬菜水果居多.可增加飽足感以

維持體重.並降低動脈硬化的發生.此外蔬菜

水果含豐富的鉀可穩定血壓.故可飲食。

107
在測量血壓時，情緒與環境都會影響測量值

，因此應該在舒適與安穩的情況下測量
 O



108 不良的生活習慣是造成慢性病的重要因素。  O

 日本醫界也已將慢性病更名為「生活習慣

病」.若能從年輕時就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

就可以「活得久、活得好、老得慢」.更可以

遠離慢性病。

109 傻瓜電擊器就是AED(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O

 傻瓜電擊器就是AED(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意指其操作簡單.每個人都可以操作的急救醫

療器具。

110

當持續對病人進行CPR的胸部按壓時，因為時

間過長自己已經沒有力氣了，該請旁邊的人

協助。

 O

 當持續對病人進行CPR的胸部按壓時，因為

時間過長自己已經沒有力氣了，應請旁邊的

人接手幫忙繼續急救

111
遇到有人呼吸道異物哽塞不能呼吸時要儘快

施行哈姆立克急救法。
 O

 呼吸道異物哽塞要儘快施行「哈姆立克法」

急救，排除呼吸道內異物。

112
治療流鼻水、過敏的抗阻織胺可能引起頭昏

或睡意.所以服藥後.不得從事危險工作。
 O

113
若藥物使用不慎.可能傷害腎臟而造成慢性腎

衰竭。
 O

114
大白很怕吃藥，為了方便吞止痛藥，可以配

果汁或牛奶一起吃。
 X

 請搭配溫開水服用藥物，切勿以酒、果汁、

茶等飲料配藥吃，以免影響藥效，還可能危

害健康。

115

小丸子跟媽媽說藥品打開後，瓶子裡附的乾

燥劑跟棉花，都要再放回去，避免藥品受

潮。

 X

 藥品開封後.所附的乾燥劑、棉花接觸到外

界空氣後.會吸收空氣中濕氣.容易使藥品變

質。

116
田徑接力比賽所謂接力區的範圍前後不得超

過10公尺
 X  接力區前後範圍不得超過20M。

117
在十二人制躲避球賽中，若有一次擊球中先

後擊中兩個人則兩人均出局
 X  判先擊中之第1人出局。

118

阿湯哥下周預計前往中東地區工作，對於中

東地區流行的MERS-CoV疫情，他覺得自己有

持續健身，身體狀況很好，所以只要避免跟

有疑似症狀的病人接觸就可以避免感染MERS-

CoV，請問阿湯哥的想法是否正確？

 X

 疾病管制署建議欲前往中東地區的民眾，請

提高警覺並注意個人衛生及手部清潔，同時

儘量減少至人群聚集或空氣不流通的地方活

動，或與有呼吸道症狀者密切接觸。此外應

避免前往當地農場、接觸駱駝或生飲駱駝等

動物奶，以降低受感染可能性。

119
想幫家人戒毒而撥打戒毒成功專線求助，家

人會因為吸毒的犯罪行為而被警察逮捕嗎？
 X

 戒毒成功專線除了提供相關戒癮諮詢協助，

衛生局對於保密來電洽詢資料，也讓各位民

眾可以安心求助。



120
小孩子對花生過敏，買餅乾給他吃的時後可

以注意食品包裝上的過敏原標示。
 O

121
未精製全穀根莖類含膳食纖維可促進腸胃蠕

動、幫助消化及改善便秘問題。
 O

122 正常眼球的裸眼視力應有0.9或以上。  O

123
花媽最近眼睛總是乾乾的.晚上視力也不太

好.一定是缺乏維生素B。
 X  缺乏維生素A會影響視力與眼球健康。

124

有「奇蹟種子」之稱的奇亞籽，被許多藝人

當作減肥食品食用，所以只要吃它就能達到

減肥效果

 X

 奇亞籽為鼠尾草的種子，有吸水後膨脹和高

纖維的特性，但奇亞籽只能作為減肥的輔助

，它的膨脹率較大，能增加飽足感，可增加

腸胃蠕動，促進代謝，但若想減肥，還是需

要搭配少熱量、多運動等方式，才能達成目

的。

125
藥品依使用規定可分為「成藥」、「指示

藥」與「處方藥」三級。
 O

126
在空氣不流通的地方，病毒比較不容易生存

，所以待在這些地方比較不容易生病。
 X

127
「加工食品」是將天然的食物，經適當處理

後製成，可減緩食物腐敗的速度。
 O

128

食用色素的目的是在增加食物的營養，因此

要挑選含有色素的食品，對身體健康才有幫

助。

 X

129

要辨識罐裝食品是否可安心食用，只要檢查

玻璃罐蓋子上的真空安全鈕是否無膨脹現

象。

 O

130
一旦發生呼吸道梗塞，只要短短幾分鐘就會

造成呼吸停止而致死。
 O

131
奶茶顧名思義含有牛奶，可以多喝來補充鈣

質。
 X

132
根據研究報告，沒有吃早餐的學童學習效率

較低。
 O

133
不喜歡吃蔬菜、水果，容易產生腸胃不適及

便祕的情況。
 O

134 糙米含有豐富的纖維素，對人體有幫助。  O



135
如果看到同學發生事故傷害，要趕快逃離現

場，免得被人誤會。
 X

136

當牙齒受到撞擊而有部分斷裂時，應儘速就

醫，否則斷裂的牙齒會因缺乏琺瑯質的保護

而產生齲齒。

 O

137
每年端午節時，國人盛大舉辦的水上運動是

划龍舟
 O  相傳為了紀念屈原而發展成划龍舟活動。

138 身體有不舒服的人才需要做健康檢查  X

139
小時候胖的人，長大後也會胖的機率相對提

高
 O

 有一句俗話說「小時候胖不是胖」，但是經

過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小時候胖的人，長大

後也會胖的機率相對提高。研究指出，肥胖

兒童有二分之一的機率變成肥胖成人，肥胖

青少年變成肥胖成人的機率更是高達三分之

二

140 人只有一顆腎臟，也可以過正常生活。  O

 新光醫院外科部黃一勝主任醫師表示.人的

腎有兩顆.共約100萬單位腎絲球.進行日常生

活排泄功能約需30萬單位（30％）的腎絲球

在工作就足夠.其餘70％是在休息狀態.因此

健康情況良好的成人.捐出1顆腎臟並不影響

其日常生活。

141 與愛滋病患擁抱，並不會被傳染愛滋病  O
 愛滋病毒的主要傳染途徑是性行為、血液或

母子垂直傳染，擁抱並不會傳染。

142 菸盒上要印出有關吸菸害處的健康警語  O

143
高血壓、高膽固醇、高血糖、抽菸等是失智

症的危險因子。
 O

 高血壓、高膽固醇.高血糖及抽菸.研究顯示

患失智症的風險高於正常人。

144
為了要生病快點好，一次吃兩包藥，才可以

馬上恢復健康。
 X

 應依照醫師囑咐用藥.以避免藥量過高.造成

身體的損害。

145
脂質主要的功能在提供生長及維持皮膚健康

所必需的必需脂肪酸。
 O

146

長期飲用碳酸飲料.除了會增加體重外.也會

導致鈣質流失.引起骨質疏鬆.容易造成骨

折。

 O
 醫學報導指出.長期飲用碳酸飲料.容易導致

鈣質流失.引起骨質疏鬆.容易造成骨折。

147
只是讓別人寄放毒品在自己這邊，還不算犯

法。
 X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11條之1，有

規定持有毒品罪。



148
強力膠不是毒品，所以吸食強力膠是沒有問

題的，對人體並不會產生危害。
 X

 吸食強力膠會產生意識不清、妄想、噁心嘔

吐、呼吸抑制、猝死等危害。

149
夏天天氣很熱，雖然很喜歡喝飲料，但還是

盡量攝取水份為主，避免喝太多含糖飲料。
 O

 飲料大部分含高糖、高油，高熱量，為了身

體健康，盡量少喝飲料，多喝水。

150
防腐劑是我國合法食品添加物的其中一個種

類
 O

 食品可以合法添加防腐劑，但防腐劑品名、

使用範圍及限量，必須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

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規定。食品中添加

有防腐劑者，應標示其名稱及用途名，例：

已二烯酸（防腐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