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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縣長盃神農小學堂正確用藥知識競賽題庫 
 

選擇題  

  

能力一、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4）看病或買藥之前，不需告訴醫師或藥師下列哪項資訊？ 

(1) 藥品過敏史  (2) 懷孕或哺乳  (3) 正服用的其他藥品  (4) 媽媽吃了何藥  

（3）如果吃西藥的時候也同時有服用中草藥，應該  

     (1) 不需要告訴醫生因為中草藥是天然的  (2) 中草藥比較健康可聽從身邊親友介紹直

接食用  (3) 應主動告知醫師以避免藥物交互作用  (4) 中草藥一定比西藥不傷身體，

所以應該停止服用西藥 

（1）看病時將自己的身體狀況清楚的告訴醫生，是用藥五大核心的哪一項能力？  

(1) 說明白  (2) 用正確  (3) 愛自己  (4) 做朋友  

（1）欲看病時要先找哪一位醫療專業人員?  

(1)醫師  (2)藥師  (3)護理師  (4)檢驗師 

（2）詢問藥品使用方法與如何正確儲存，最適合找哪一位醫療專業人員? 

(1)營養師  (2)藥師  (3)護理師  (4)職能治療師 

（4）為何有懷孕婦女，去看病時需要告訴醫師知道她正懷孕?  

(1)這是喜事應讓醫師知道  (2)懷孕需要醫師指示特別營養  (3)懷孕需要醫師開多一

些藥品  (4)有些藥會經由血液帶到胎兒體內，應避免 

（3）為何有哺乳嬰兒的婦女，去看病時需要告訴醫師知道她正在哺乳? 

(1)因為嬰兒很可愛  (2)哺乳需要特別營養  (3)有些藥會經由乳汁帶到嬰兒體內，應

避免  (4)嬰兒也需要吃藥  

（1）為何有無重要考試，去看病時也要告訴醫師知道?  

(1)因為有些藥會讓人想睡覺，他不能吃那些藥  (2)因為需要熬夜，讓醫師知道他很努

力讀書  (3)其實沒必要告訴醫師  (4)老師要求我就做  

（2）為何有無操作精密機械，去看病時也要告訴醫師知道? 

(1)因為操作機械很辛苦，讓醫師知道他很努力賺錢  (2)因為有些藥會讓人想睡覺，他

不能吃那些藥  (3)顯示出他的工作很重要(4)代表他心思細密醫師不要騙他 

（3）為何上班有無開車，去看病時也要告訴醫師知道? 

(1)讓醫師知道他很努力賺錢  (2)顯示出他的工作很重要  (3)有些藥會降低開車的注

意力及應變反應，他不能吃那些藥  (4)說明他不能在那時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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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爺爺跌倒住院了，他平常吃的高血壓藥品應該?  

     (1)爺爺是跌倒住院，降血壓藥要繼續服用 (2)醫院會開新的藥，舊的可以丟掉    

     (3)收起來，等出院再繼續使用 (4)帶去醫院讓醫師知道正在服用的藥物 

 

(4) 生病就醫時要清楚表達什麼? 

    (1)不舒服的症狀 (2)有沒有正在服用的藥 (3)有沒有對藥物過敏 (4)以上皆是 

 

 (3) 正要準備懷孕的新婚婦女，為什麼要告知醫師? 

(1)醫師會開幫助懷孕的藥 (2)懷孕需要醫師特別指示調養身體 (3)有些藥會經由血液

帶到胎兒體內，要小心使用 (4)醫師會指示生男妙方 

 

 (3) 生病就醫時為什麼醫生要問小朋友體重幾公斤? 

     (1)確定小朋友有沒有過胖 (2)醫師擔心小朋友營養不夠 (3)有些藥品需根據體重才能 

開出正確的藥量 (4)小朋友如果太瘦，藥應該多開一些 

 

 

能力二、看清楚藥品標示 

（1）辦識合法藥品的方法，下列何者錯誤？ 

(1)名人推薦  (2)認明藥品許可證字號  (3)藥品製造廠商資料有詳細刊戴  (4)有藥品 

分級標示 

（4）應避免將藥品儲存在下列何情況下？  

     (1) 陰暗處  (2) 室溫桌子抽屜內  (3) 小孩拿不到處  (4)放在浴室櫃子內 

（2）藥袋上不需列印何種資料？ 

(1) 藥品名  (2) 製藥廠商名稱  (3) 用藥劑量與用法  (4) 警語 

（3）何種藥物適合在飯前服用？ 

(1) 劑量比較大的藥物  (2) 會快速溶解於水的藥物  (3) 食物會影響藥吸收的藥物  

(4) 較便宜的藥物 

（2）一般藥品帶回家後在室溫下，最佳保存期限為多久？  

     (1) 3個月  (2) 6個月  (3) 1年  (4) 2年  

（4）到社區健保特約藥局調劑領藥時，應注意 

(1)有無懸掛藥師正在執業中的牌子  (2)調劑人員是否為藥師  (3)藥局藥師是否配帶

執業執照  (4)以上皆是 

（4）需要冷藏的藥品，應妥善存放在何處?  

(1)保險櫃  (2)抽屜  (3)冰箱上層冷凍室  (4)冰箱下層冷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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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次用藥前應看清藥袋標示，確定什麼藥品項目?  

(1)藥品名稱  (2)使用量  (3)使用方法 (4)以上皆是 

（2）對藥品副作用的認知，下列何者錯誤?  

(1)藥品副作用發生機率低，不見得會發生在我身上  (2)看到藥袋上書寫副作用就不敢

吃藥  (3)朋友用藥產生副作用，所以我也會發生  (4)副作用發生與用藥劑量多少有關

係 

（3）為何懸浮劑藥品使用前要搖一搖?  

(1)藥水產生氣泡比較好喝  (2)增加美觀才敢吃藥  (3)使藥品劑量較均勻  (4)避免

副作用的發生 

（1）有關藥品有效期限，下列描述何者錯誤? 

(1)超過期限代表藥品沒有藥效了  (2)超過期限代表藥品主成分含量下降到 90%以下  

(3)在藥品包裝上都應有記載  (4)一般是藥廠製造後兩年期間 

 

(2) 「使用方式」的標示，下列描述何者錯誤? 

     (1)「內服藥」，表示藥品是用吃的 (2)「每二日一次」，表示每天固定的時間用 

     (3)「每次半粒」，表示必須自行剝半服用 (4)「三餐飯前服用」，表示吃飯之前 1小 

時吃藥 

 

(1) 「使用方式：需要時」的標示，下列描述何者錯誤? 

     (1)表示想吃的時候就可以吃 (2)有特殊狀況發生時才吃 (3)表示藥品不是每天吃 (4) 

     依照醫師的指示吃 

 

(4) 「注意事項」的標示，下列描述何者錯誤? 

     (1)「眼用」，表示藥品是眼藥膏或眼藥水 (2)「請冷藏」，表示藥品要放在冰箱冷藏 (3) 

     「與食物併服」，表示要和食物一起吃 (4)「服藥期間避免飲酒」，表示藥品不能配酒吞 

服 

 

(4)  藥品要如何保存?(複選) 

     (1)放在小孩拿不到的地方 (2)把藥品放在廚房的水壺旁以免忘記吃藥 (3)可以把一 

天內要吃的藥先從錫箔包裝取出 (4)標示室溫保存的藥品要放在陰涼乾燥的地方 

     (1) 2、3 (2)2、4 (3) 3、4 (4) 1、4 

 

(2) 某個藥品的藥袋標示「副作用:腹瀉」，意思是指?(複選) 

     (1)吃了一定會腹瀉，不可以吃 (2)吃了可能會腹瀉，要注意 (3)吃了如果嚴重腹瀉，

要立刻停藥儘速就醫 (4)治療腹瀉的藥 

     (1) 1、2 (2) 2、3 (3) 1、3 (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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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藥袋標示「請嚼碎後吞服」，意思是指? 

    (1)嚼碎後比較好吃 (2)藥品有甜味，可以嚼碎 (3)表示此藥品嚼碎後效果比較好  

    (4)藥品太大顆了怕吞不下 

     

 (2) 在領藥時出示健保卡有什麼作用? 

     (1)確定我有沒有繳費 (2)讓藥師核對我的身份 (3)確定我已經看過醫生 (4)讓藥師知 

     道我還沒有領藥 

 

(1)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核對「藥品名稱」，可以知道藥品是治療什麼病 (2)核對「保存方式」，可以知道藥 

    物存放方法(3)核對「姓名」，可以保障自己和別人的用藥安全 (4)核對「使用方式」， 

    可以知道是口服還是外用 

 

(2) 有關「注意事項」的標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複選)  

    (1)「吸入劑」，表示用鼻子吸入藥物 (2)「外用」，表示不可口服 (3)「塞劑」，表示只 

    能用來塞肛門  (4)「請整粒吞服」，表示不可將藥品剝半服用 

    (1)1、2 (2) 2、4 (3)3、4 (4)1、3 

 
 

能力三、清楚用藥方法、時間  

（2）除了針對病情所產生的療效外，對身體發生任何有害的、不可預期的、不希望發生的反

應，稱為   

(1) 附加傷害  (2) 藥品不良反應  (3) 適應症差  (4) 不良藥品   

（1）當使用藥物後，懷疑有不良反應產生時，應怎麼辦？ 

(1) 立即就診  (2) 立即向消基會反應  (3) 大量喝牛奶  (4) 把藥丟棄 

（1）服藥時，最應該搭配下列何種飲料服用？ 

     (1) 溫開水  (2) 果汁  (3) 牛奶  (4)茶葉水 

（3）同時服用兩個藥品，會不會產生藥物的交互作用？ 

(1) 不會，藥物都很安全  (2) 只有用果汁、酒類等飲料一起吃才有可能  (3) 可能發

生，最好詳閱藥物使用說明  (4) 一定會，所以絕對不能一起吃 

（2）若藥袋上標示服藥時間為飯後服用，請問最適當的服用時間為何？ 

(1) 飯後二小時以後  (2) 飯後一小時內或進食時  (3) 飯前一小時內 (4) 睡覺之前 

（4）看完病領藥時要注意用藥五問，請問不包含下列哪一項？ 

(1) 問藥名，問藥效  (2) 問用法，用多久  (3) 注意事項  (4) 製藥廠商 

（2）吃藥時都配胃乳片服用是否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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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必要的，因為吃藥一定會傷胃  (2) 不必要，應視疾病需要與否做決定  (3) 不

必要，但加胃藥可保護胃  (4) 是必要的，因為可以幫助藥物吸收 

（1）口服退燒藥時，應配下列哪種飲料較為安全? 

(1)白開水  (2)果汁  (3)茶  (4)牛奶  

（1）藥袋上寫服藥方式為一天吃兩次，請問是建議你什麼時候吃藥呢？ 

(1)早、晚餐  (2)早上、睡前  (3)午、晚餐  (4)只要吃二次即可 

（2）若醫師處方二種眼藥水給你，希望你同時使用一天三次，你每次使用時二眼藥水應該間

隔多少時間滴入眼內? 

(1)1分鐘  (2)5分鐘  (3)20分鐘  (4)1小時 

（3）抗生素如果沒有按時吃，想停就停，容易產生  

(1)習慣性  (2)依賴性  (3)抗藥性  (4)成癮性 

 

 (4) 把藥袋保留到藥品吃完再丟棄的原因是? 

     (1)以免忘記藥品的服用方式 (2)藥袋上有很多訊息，發生問題時方便查詢  

     (3)如果發生藥物過敏，可以知道吃了哪些藥 (4)以上皆是 

 

 (4) 下列哪些藥品服用方式可能產生副作用? 

     (1)口服 (2)注射 (3)局部塗擦藥物 (4)以上皆是 

 

 (3) 家裡有過期藥品時，應該如何處裡? 

     (1)直接倒入水槽或沖入馬桶即可 (2)應該還有效，留著下次用 (3)除了抗腫瘤藥品拿    

     回醫療院所回收外，其他可隨一般垃圾處裡 (4)趕快送給別人 

 

 (2) 若醫師同時處方眼藥水、眼藥膏給你，希望你同時使用一天三次，你應該? 

     (1)先用眼藥膏 (2)先用眼藥水 (3)都可以 (4)將兩種同時滴入眼內 

 

 (2) 忘記吃藥怎麼辦? 

     (1)忘記就算了 (2)才剛過服藥的時間，可立刻補吃 

     (3)等下次的服藥時間加雙倍藥量來彌補 (4)以上皆非 

 

(3) 服藥時都建議喝水將藥品吞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因為水最不容易與藥品產生反應 (2)因為其他飲料容易與藥品產生化學或物理反應 

    (3)因為水能包住藥品而不刺激胃部 (4)因為水能促進藥品崩散 

 

(3) 某些藥物適合在飯後服用的理由為何？ 

   (1)不好消化 (2)無刺激性 (3)可藉食物協助藥物吸收並減低不適之感覺 (4)比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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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 

 

(1) 以下哪種藥品不可磨成藥粉？(複選) 

    (1)控制釋放型藥品，如長效藥 (2)避免胃酸破壞的腸衣錠 (3)味道很苦的藥品 

    (4)一般的裸錠  

    (1) 1、2、3 (2)1、 2、4 (3)2、3、4 (4)1、2、3、4 

 

(1) 肛門栓劑變軟時，我該怎麼辦？ 

    (1) 連同封套以冷水浸泡數分鐘 (2)連同封套以溫水浸泡數分鐘 (3)栓劑變軟就變質

了，所以我應該丟棄不要用了 

 

(3) 眼藥水開封後，我該如何保存？ 

    (1)冰箱保存，最多可以放半年，沒用完也必須丟棄 (2)室溫保存，最多可以放半年，沒

用完也必須丟棄 (3)看藥袋標示的保存方法存放，但最多只能放一個月，沒用完也必須丟

棄 

 

能力四、做身體的主人  

（1）合法藥品的取得有哪些來源？ 

(1) 健保特約藥局  (2) 國術館  (3) 中藥行  (4) 電視購物 

（2）目前我國藥品分級分為幾級？ 

(1) 2級  (2) 3級  (3) 4級  (4) 5級 

（2）藥品分級制的好處，除了保障我們的用藥安全，更可以  

(1) 讓小孩不要亂買藥  (2) 有效管理藥物  (3) 避免藥物濫用   

(4) 讓身體更健康 

（2）不需醫師處方箋，而經醫師或藥師指導於藥局可購買，指的是何種分級的藥品？ 

(1) 處方藥 (2) 指示藥  (3) 中藥  (4) 成藥  

（1）藥品分級中的成藥，應在哪裡購買？ 

(1) 合法藥局  (2) 檳榔攤  (3) 中藥行  (4) 任何販賣商品處都可購買 

（2）從醫院拿回藥品後，應該 

     (1) 將藥袋丟棄 (2) 將藥品存放在原包裝藥袋中  (3) 許多藥收集到同一藥袋內  (4) 

與不吃的藥都放在一堆  

（2）如果想確認自己使用的藥物是否真是合法藥物，可上哪裡的網站查詢？ 

(1)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2)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3) 環保署  (4) 區公所 

（2）以下哪個藥品可能是處方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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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綠油精  (2) 荷爾蒙  (3) 止咳化痰藥  (4) 胃乳片 

（1）下列用藥態度何者較正確？ 

     (1) 使用最低的有效劑量  (2) 不管大小毛病都應先吃藥解決  (3) 任何疾病只要病情

一旦好轉即可自行減少藥物用量  (4) 為避免浪費藥物家人吃剩的藥可留著下次吃 

（4）為何在網路藥局買藥的安全性堪慮？ 

     (1) 未領有藥商許可執照  (2) 無法確認藥品的安全性  (3) 無藥事人員提供專業用藥

諮詢服務  (4) 以上皆是 

（1）藥師依照醫師的處方調劑，並指導用藥方法，一般所指的是何種分級的藥品？ 

(1) 處方藥  (2) 指示藥  (3) 成藥  (4) 中藥  

（3）向醫師要求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的好處，下列何者正確?  

(1) 一次可以拿好幾個月的藥  (2) 因為藥量會加重，所以不要經常服用  (3) 可方便

到住家附近的「健保特約藥局」調劑  (4) 會增加掛號費及自費負擔費用 

（2）下列用藥觀念何者最正確？ 

     (1) 打針藥效一定比口服好  (2) 能口服使用就不需要打針  (3) 看完病都應該吃藥才

能治療好  (4) 菜市場賣的藥都有口皆碑一定藥效好 

（4）服藥後出現過敏反應或副作用的情況該如何處理？ 

     (1) 不必立即停用可繼續吃  (2) 詢問有服過類似藥物的親戚好友  (3) 不予理會反正

副作用是很常見的  (4) 主動連絡醫師並請醫師做診斷 

（3）關於維他命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1) 人體對維他命的需求量很大，所以需天天服用  (2) 脂溶性維他命很容易排除體外

需服用高單位  (3) 維他命是一種人體代謝所需要的輔助酵素，需求量不大，但卻不可

缺少  (4) 維他命可殺死感冒病毒 

（1）關於藥物使用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 抗生素使用一旦病情好轉可自行斟酌降低用藥劑量以避免藥物副作用  (2) 老年人

開始用藥劑量應比成年人較低  (3) 維他命應放置於小孩子無法拿到的地方  (4) 不要

使用別人的處方藥品 

（2）可否在廣播電台購買藥品服用呢？ 

(1) 可以，因為主持人都小有名氣，應該沒問題  (2) 不可以，因為電台所賣的多是未

經衛生署核淮之藥品  (3) 不可以，因為他們賣的都很貴，一定是詐騙集團  (4) 可

以，因為沒有人吃出問題過 

（3）過期的藥品應該如何處理最好？ (1) 只過期沒多久，應該還可以吃  (2) 丟到馬桶內沖

掉(3) 可將藥品裝在夾鏈袋中丟到垃圾車運走  (4) 放到餿水桶餵豬 

（4）合法的藥物廣告內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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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須標示藥物許可證字號  (2) 須標示廣告核准字號  (3) 不可以擅自竄改文字內

容，扭曲、誇大效能  (4) 以上皆是 

（3）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除了回原醫院調劑外，還可以到哪裡去調劑？ 

(1)都不行，只能在原醫院  (2)街角的西藥房  (3)健保特約藥局  (4)離家最近的

7-11便利商店 

（2）沒用完的藥需要從家中清除時，可以怎麼做?  

(1)丟進洗手槽沖走  (2)送回醫院或藥局  (3)用土淹埋掉  (4)丟到水溝 

（3）下列何者最可能是處方藥? 

(1)綠油精  (2)綜合感冒藥  (3)安眠藥  (4)胃乳片 

（2）喝酒過量最會增加身體哪一器官的負擔 ? 

(1)肺部  (2)肝臟  (3)膀胱  (4)皮膚 

（2）長期吃檳榔最易罹患下列哪一種疾病?  

(1)高血壓  (2)口腔癌  (3)糖尿病  (4)氣喘 

（4）到藥局選購藥品時必須注意  

(1)藥品包裝是否印有衛生署核准字號  (2)有效期限  (3)製造廠商  (4) 以上皆是 

（3）一般藥品在家應儲存在何處?  

(1)冰箱  (2)廚房  (3)乾燥陰涼地方  (4)浴室 

（3）應從下列何處獲得藥品的知識? 

(1)聽電台廣播  (2)看電視廣告  (3)接受藥師指示 (4)聽朋友介紹 

（2）服用藥物若產生皮膚癢或眼瞼、嘴唇水腫，是怎麼了？ 

(1)是療效發生的一種表現  (2)是過敏反應，應與醫師聯絡  (3)是輕微副作用不需在

意 (4)是一種疾病惡化的現象 

 

 (2) 制酸劑長期使用需要注意什麼? (複選) 

     (1)可以預防藥品引起的胃潰瘍 (2)會造成胃酸不足 (3)可能影響營養吸收 (4)可能造 

成胃腸細菌過度生長 

(1) 1、2、3  (2)2、3、4 (3) 1、3、4  (4) 1、2、4 

 

(4) 關於藥品分級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分為食品、健康食品、藥品三種等級 (2)需有衛署食字第 XXX號 (3)所有藥品需要有 

     醫生處方才能領用 (4)是依照安全性來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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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下列哪個不是藥品許可證字號呢? 

     (1)衛生署成製字第 XXXXXX號 (2)衛生署粧製字第 XXXXXX號  

     (3)衛生署藥製字第 XXXXXX號 (4)衛生署藥輸字第 XXXXXX號 

 

 (2) 在康 X美買的金十字胃腸藥屬於? 

     (1)健康食品 (2)成藥 (3)維他命 (4)處方藥 

  

 (1) 關於藥品的敘述何者正確? 

     (1)藥能治病，也能致病 (2)西藥傷胃，要搭配胃藥一起吃 (3)藥品應該要在飯後使用才 

     不會傷胃(4)西藥治病，中藥養身 

 

 (2) 常見的不法藥物形式有哪些? 

     (1)標示誇大不實的藥品 (2)食品內添加西藥 (3)未經核准不知名的藥丸 (4)以減肥、消 

      炎止痛、壯陽藥最常見 

     (1) 1、2  (2)1、2、3 (3) 2、4 (4) 1、2、3、4 

 

(3) 廢舊藥品的處理步驟為何?(3) 

    A.將藥品從原包裝中取出，裝入夾鏈袋中 B.交給垃圾車  C.先將藥品分類(分一般或癌症 

    用藥) D.原包裝或藥水罐以分類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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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下列何者無法減少醫藥資源浪費? 

    (1)看診時主動告知正在服用的藥品 (2)就醫時出示用藥記錄卡，減少重覆用藥 

    (3)長期服用的藥品，遵照醫師指示服用(4)醫生開的藥儘量不要服用 

 

(1) 下列何者為廢舊藥品? (複選) 

    (1)外包裝有效期限為2013年7月的藥品 (2)沒有標示有效期限的藥品 (3)正在服用的藥 

    品(4)不會操作的吸入劑 

    (1) 1、2 (2) 2、3 (3) 1、2、3 (4) 3、4 

 

(3) 下列何者不能以廢舊藥品處理方式處理? 

    (1)不吃的保健藥品 (2)變色的藥品 (3)針頭 (4)過期的藥品 

 

能力五、與醫師、藥師作朋友 

（2）要如何知道自己服用的藥物有哪些副作用？ 

(1) 吃吃看就知道了  (2) 到藥局問藥師  (3)打電話問消基會  (4) 先給別人吃吃看 

（3）健保特約藥局提供的服務項目中，不包括下列哪項？ 

(1) 接受醫師處方箋調劑藥品  (2) 販售非處方藥品  (3) 幫病患打針 (4) 提供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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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  

（2）若用藥受到傷害，可向哪個單位申請救濟？ 

     (1) 消費者基金會  (2) 財團法人藥物救濟基金會  (3)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協會  (4) 

開藥醫師所服務之醫院 

（4）哪種專業人員可將病患吃的藥品製作成個人用藥檔案，以避免病患重複用藥？ 

(1) 設計師  (2) 老師  (3) 檢驗師  (4) 藥師 

（1）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在藥局每次調劑時最多可給多少天的用藥量？ 

(1) 30日內  (2) 45日內  (3) 15日內  (4) 7日內  

（2）如果因為同一種疾病去看了不同的醫生，應該  

     (1)就算拿到相同的藥也無所謂，多吃藥只有好沒有壞  (2)主動告知醫生已拿過的藥以

免重複又開藥  (3)不用主動告知等醫生詢問再說明  (4)自己選擇想吃的藥品 

（3）為節省醫療資源使用，下列何者是不應該做的行為？ 

     (1) 多多利用衛生所提供的免費醫療保健服務  (2) 一般醫療問題先請教家庭醫師  (3) 

為了確保自己健康同一個症狀應去看不同醫師診斷  (4)請醫師少開藥 

（3）若某感冒藥打出絕無副作用的廣告詞，這廣告是 

(1) 俗氣的廣告詞  (2) 無關緊要的廣告  (3) 誇大不實的廣告  (4) 沒有錯誤 

（4）要了解我們使用的藥物，不應透過下列何方式？ 

(1) 閱讀仿單  (2) 詢問藥局的藥師  (3) 上衛生署網站查詢 (4)問朋友意見 

（3）藥品該在何時服用最好？ 

(1) 沒有差別，何時吃都可以  (2) 一定要在飯後 1小時後服用  (3) 每種藥都有最適

合的服藥時間，應請教藥師意見  (4) 空腹吃最好 

（3）關於化妝品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1) 化妝品不是藥，因此放在太陽直接照射地方沒有關係  (2) 廣告中所強調的功效都

是真的  (3) 一旦化妝品的顏色、香味出現異常，應馬上停止使用  (4) 請有名的明星

代言之化妝品絕對沒問題 

（4）選購成藥藥品時，下列何種情況並不恰當？ 

     (1) 先到網路內搜尋資料  (2) 由佩戴執業執照的藥事人員服務  (3)詳閱藥品說明書  

(4) 因為是進口藥品，所以包裝僅有英文標示 

（2）嬰兒用藥應非常小心使用，關於餵食嬰兒藥品下列何者錯誤？ 

    (1) 採取半斜半臥姿勢用小湯匙慢慢餵食  (2) 可將藥品和牛奶混合以方便嬰兒食用  

(3) 餵食前須先確定藥量  (4) 須小心避免嬰兒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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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藥師可提供的服務有  

     (1) 提供用藥指導  (2) 建立病患用藥歷史檔案  (3) 確認不同處方箋的用藥會否相互

影響  (4) 以上皆是 

（1）長期同時服用高單位維他命 E及深海魚油等脂溶性維他命，會因為什麼原因引起中毒？ 

     (1) 蓄積現象  (2) 排斥作用  (3) 副作用  (4) 交互作用 

（2）下列何種情況可向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申請救濟？ 

     (1) 自己吃錯藥而急診  (2) 正當使用藥物但因其不良反應導致死亡、障礙或嚴重疾病

者  (3) 不小心將藥物服過量  (4) 以上皆可以 

（3）正常用藥下若受到傷害，最慢應在多久時間內向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提申請藥害救

濟？  

     (1) 半年內  (2) 兩年內  (3) 三年內  (4) 五年內 

（3）依處方箋調劑或交付藥品，是哪種專業人員才能執行的業務？ 

(1) 放射師  (2) 藥局老闆  (3) 藥師、藥劑生  (4) 營養師 

（1）醫藥分業的意義，下列何者錯誤？ 

     (1) 減少醫師的工作量  (2) 為用藥安全做雙重把關  (3) 讓病患拿藥更方便、更經濟  

(4) 醫師開立處方，藥師人員進行調劑 

（3）進入社區藥局內，應如何辨識誰是藥師？ 

(1)穿白袍者  (2)藥局裡的工作人員都是藥師  (3)佩帶藥師執業執照者  (4)年紀最

長者 

（1）正確使用抗生素的三不政策，不包括下列何者？ 

(1)不吃媽媽的藥  (2)不自行購買  (3)不隨便停藥  (4)不主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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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題  

 

(O)1.用藥五大核心是指：看清楚、說明白、用正確、愛自己、做朋友。 

(O)2.對藥品有疑問時可以詢問藥局的藥師。 

(O)3.當發現藥品過期時，我們可以把藥裝進夾鏈袋後丟在垃圾桶。 

(O)4.綜合感冒藥含有多種藥品成份，所以藥效廣泛。 

(X)5.眼藥水可以一次點很多滴，反正眼藥水很安全。 

(X)6.我們應該聽廣播電台的廣告去買藥品。 

(X)7.藥品若是太大顆的藥丸，我們都可以請藥師幫我們磨成粉來服用。 

(X)8.只要是口服藥都可以磨粉 

(O)9.「大病找大醫院，小病看診所」是最符合健康與經濟的作法  

(X)10.藥品每日吃兩次與每 12小時服用一次的吃藥時間是相同的  

(X)11.中草藥藥性溫和，因此可以與西藥合併使用，不需特別間隔時間服用 

(O)12.香港腳屬於接觸型傳染，而不是遺傳性疾病 

(O)13.台灣藥品分為醫師處方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用藥、及成藥三類。 

(O)14.民眾可到藥局自己選購成藥，不須醫師或藥師指示。 

(O)15.指示藥的藥性溫和，須由醫藥專業人員推薦使用，不得自己決定選購。 

(O)16.處方藥必須由醫師開立處方，其使用過程需由醫師加強觀察療效。  

(X)17.藥品包裝上標示有「衛署合格第 OOOOOO號」，就是衛生署許可的合法藥品。 

(X)18.藥品包裝上標示有「衛署食字第 OOOOOO號」，就是衛生署許可的合法藥品。 

(O)19.在藥局領到藥品後應詳細閱讀藥袋內容，了解藥物使用相關資訊。 

(X)20.每次感冒症狀都相同，所以吃上回剩下的藥物就行了。 

(X)21.有些藥品會傷胃，所以服藥時最好搭配一杯牛奶，以保護胃壁。 

(X)22.藥吃太多會傷身體，當症狀差不多消失了，就應該停用藥品。 

(X)23.親友大力推薦的藥品，都有許多真實見證者，可以安心使用。 

(O)24.使用抗生素必須遵守三不原則：不自行購買、不主動要求、不隨便停藥。 

(O)25.一般藥品儲存時必須符合避光、避溼、避熱的基本原則。 

(X)26.一般藥品最適合放在冰箱保存，不但可以避免變質還可延長保存期限。 

(O)27.在家應定期整理藥品，過期或變質的藥品應不得再使用。 

(O)28.正確使用合法藥品，若發生重大傷害可依藥害救濟制度申請救濟。 

(X)29.相同疾病中西藥併用，一定可縮短治癒時間。 

(O)29.飯前服用的藥品，應在飯前一小時吃藥，以避免食物干擾藥品的作用。 

(O)30.飯後服用的藥品，應在飯後一小時內服用，可藉由食物減少傷害。 

(O)31.一般而言，使用眼藥水或藥膏時應先取下隱形眼鏡。 

(X)32.要相信親友所建議的藥品去買來吃。 

(X)33.身體有不舒服，事情忙無法先去就醫，可以吃以前的剩藥。 

(X)34.感冒藥沒吃完可以留到下次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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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5.所有的藥都應該放在冰箱保存。 

(X)36.忘記帶開水了，只要是液體都可以配藥服用。 

(X)37.感冒藥水很安全，多喝一些應該沒關係。 

(X)38.吃藥倒水好麻煩，乾吞只要藥品下得去也沒關係。 

(X)39.發高燒時吃退燒藥，吃越多數量燒退得越快。 

(X)40.打針效果好又快，吃藥傷肝又傷胃，所以給藥應該盡可能選擇打針。 

(O)41.購買藥品時應該注意有無衛生署的許可字號，以確保用藥安全。 

(X)42.藥品分那麼多藥袋很不環保也不方便，都裝在一袋較方便。 

(X)43.媽媽吃的抗生素沒吃完可以留起來給家人用，以備不時之需。 

(O)44.領藥時應該確認藥袋上的姓名與年齡，並詢問用藥注意事項。 

(X)45.由醫院藥局領回的胃乳液，開瓶後冷藏於冰箱中即可長期服用。 

(X)46.眼藥水拆封後冷藏於冰箱中，即可長期隨時使用。 

(X)47.處方藥、指示藥都有衛生署的藥品許可證，但成藥不須有藥品許可證。 

(O)48.到醫院、診所領藥時要查看藥袋上姓名是否正確。 

(X)49.凡是口服藥錠，為了吞服方便都可磨成藥粉服用。 

(X)50.為了減少藥品苦味可與葡萄柚汁一起吞服。 

(O)51.需要冷藏的藥品放在冰箱下層即可(溫度約 2〜8度 C)。 

(X)52.藥袋上有服用方法及藥量，為使病情儘快好，可自行調整服用方法或藥量。 

(X)53.夏天領回之藥品可存放於浴室箱中或汽車內。 

(X)54.忘了服藥，想到時可與下次要服的藥量一起服用。 

(O)55.藥袋上藥品都有標示用途，如有疑問可詢問藥師。 

(O)56.為用藥安全，應自行核對藥品數量、藥品外觀描述如形狀、顏色是否正確。 

(X)57.藥物和食物沒什麼關係，所以喜歡吃炸雞肥肉飲食不必告訴醫師。 

(O)58.美美正在吃避孕藥，看病時一要告訴醫師。 

(X)59.中藥和西藥是兩碼事，看病時不必特別跟醫師說在吃中藥。 

(O)60.小胖在吃減肥藥，看病時一定要跟醫師說清楚。 

(O)61.哺乳的媽媽，在用藥前一定要告訴醫師。 

(O)62.準備懷孕的阿雯，在用藥前一定要告訴醫師。 

(O)63.看病時一定要告訴醫師，自己的過去疾病史。 

(X)64.對藥物過敏是隨機性的，不必告訴醫師。 

(O)65.小妹服藥曾經起紅疹過，以後看病一定要告訴醫師。 

(X)66.大人什麼都懂，他們給我的任何藥物都可以安心使用。  

(O)67.只有醫生才能開處方藥，看病請找合格執業醫師。 

(O)68.指示藥需要在醫師或藥師的指示下使用，購買時要問清楚用法。 

(O)69.看病時，要清楚說明自己的病史與症狀，才是對自己的健康負責。 

(O)70.誇大效果的藥物廣告要特別留意，不能隨便購買該藥使用。 

(O)71.對自己有效的藥物，不見得適合其他人，不可把藥給別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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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72.沒用完的藥品，只要把藥品放冰箱冷藏，即使超過期限，還是可以使用。 

(O)73.領藥時，要核對藥袋上的姓名，並聽清楚藥師的用藥指示。 

(O)74.領藥時，最好能重複說一次用藥方式給藥師聽，確認正確後再離開。 

(O)75.吃藥的時候，要看清楚藥袋上的指示，然後正確用藥。 

(X)76.藥袋太多時，雖然藥還沒有吃完，可以先把一些藥袋丟掉，免得佔空間。 

(O)77.如果目前有在吃藥，看病時一定要告訴醫生，以免藥物互相影響。 

(O)78.空腹服用的藥品，要在飯前一小時，或是飯後兩小時服用。 

(O)79.飯後服用的藥物，要在飯後一小時以內服用。 

(O)80.有任何用藥的問題，不論日夜，都可以撥打醫院的諮詢專線，以保護自己的健康。 

(X)81.吃藥的時候，因為藥太苦了，所以可搭配奶茶服用。  

(X)82.如果忘了吃藥沒關係，下次再吃雙倍的藥就可以了。 

(O)83.要能知道藥品的保存期限、保存條件，才能確保藥品的品質。 

(O)84.凡是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藥品，要特別提高警覺，堅持不聽、不信之原則。 

(X)85.生病了很可憐，為慰勞自己，吃藥應該配牛奶、果汁。 

(X)86.為了儲存方便，可以將不同藥品放在同一包裝內一起保存。 

(X)87.服用藥品後，若出現不適症狀，我可以自行停藥或刪減藥量或改變吃法。 

(X)88.地下電台收聽率這麼高，主持人又有名氣，他賣的藥應該也不錯。 

(X)89.上次感冒還剩下很多藥，為避免浪費，我可以把我的感冒藥分享給我的朋友吃。 

(X)90.西藥傷胃，所以一定要配胃藥一起吃。 

(X)91.保健食品就是健康食品。 

(X)92.中藥比較溫和，所以懷孕期間如果生病，用中藥比較安全。 

(X)93.外用藥膏存放久了，前面會變色，把它擠掉仍可使用。 

(O)94.同時使用兩中外用藥膏時，應先擦水性藥膏後再擦油性藥膏 

(X)95.抗生素有吃就有效，不用管什麼時間要吃藥，症狀改善了就可以自己調整劑量或停藥。 

(X)96 抗生素是一種消炎藥，感冒、發燒、喉嚨痛時一定要使用抗生素，才會好得快。 

(O)97.藥能治病，也能致病。 

(O)98.藥品經由血管注射(打針)效果比口服快。 

(X)99.老年人吞服藥品有困難，所以全部藥品都可以磨成藥粉，方便給藥。 

(O)100.小朋友應優先選用兒童專用藥如液劑、糖漿、咀嚼錠。 

(X)101.每一個人服用藥品後都會出現副作用，為了安全起見，即使生病了還是忍耐不要吃 

       藥比較好。 

(X)102.只有西藥才有可能產生副作用，中草藥是天然藥品比較溫和，所以不會有副作用。 

(O)103.只要在『正當使用合法藥品』的情況下，發生嚴重的藥品不良反應都可以申請藥害救 

       濟。 



 

 

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宣導題庫 

選擇題 

1. (2)為增進全體國民健康，政府自那一年開辦全民健保(1)83年(2)84年(3)85年。 

2. (1)全民健保是(1)強制性保險(2)商業保險(3)以上皆是，所以全體國民都要加保。     

3. (4)全民健保的加保類別可分為(1)3類(2)4類(3)5類(4)6類。 

4. (1)全民健保是社會保險，非社會福利，保險財務應該(1)自給自足(2)社會救助(3)財團支援。  

5. (3)全民健康保險的保險對象，包含(1)被保險人(2) 被保險人之眷屬(3)以上皆是。 

6. (1)全民健康保險的保險人是指承辦保險業務的機構是(1)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2)勞公保 

 險局(3)台灣銀行。 

7. (4)全民健康保險的保險人主要職責在於(1)保險受理、保險費計收(2)保險給付核付、保險基金  

運用管理(3)以及其他有關保險業務執行與推展(4)以上皆是。 

8. (4)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的權利有發生(1)疾病(2)傷害(3)生育(4)以上皆是，由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提供門診、住院及藥品等醫療服務。 

9. (1)全民健保是集合(1)民眾(2)弱勢團體(3)廠商的力量，對保險對象發生疾病、傷害、生育時，

提供醫療服務。 

10. (3)全民健保各業務組設有愛心專戶，是社會善心人士的愛心捐款，主要針對(1) 繳得起健保費

故意不繳(2) 有錢人 (3) 繳不起健保費，又需要就醫的民眾，繳交所積欠的健保費。 

11. (1)全民健康保險係屬強制性保險，凡符合投保條件的民眾均應依規定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若不

依規定參加保險，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的罰鍰，並追溯合於投保條件(1)當日(2) 

次日(3) 次次日，起補辦投保。   

12. (1)全民健保為提供民眾在地化服務，目前全台設有(1)5個(2)6個(3)7個業務組提供在地化服

務。 

13. (4)參加全民健康保險應盡義務有(1)依適當身分類別參加保險(2)被保險人的眷屬隨同投保(3)

按月繳納保險費(4)以上皆是。 



 

 

14. (3)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可全額列舉扣除額的有(1)全民健保保險費(2)全民健保補充保險費 (3)

以上皆可。  

15. (2)全民健保民眾滿(1)30歲(2)40歲(3)5歲，可以免費做成人預防保健。 

16. (1)全民健保幾歲以上女性，可以 1年 1次免費做子宮頸抹片檢查？(1)30歲(2)40 歲(3)50 歲。 

17. (1)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有 3個月的使用期限，最多可拿幾次的藥？(1)3次(2)4次(3)5次。 

18. (3)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可以節省不少醫療開銷，不過適用於一般處方箋或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由

誰判斷？(1)自己(2)護士(3)醫師。  

19. (1)全民健保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藥費部分負擔收多少？(1)全免(2)免收 1/2(3)免收 1/3。 

20. (1)民眾看病，記得要帶什麼？(1)健保卡(2)如健保卡無照片者需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以證明文

件(3)以上皆是。 

21. (3)民眾到醫院或診所看病後，不要忘記向醫院或診所索取收據，上面有記載(1)健保醫療費用明

細(2)藥品明細(3)以上皆是。 

22. (3)民眾領藥時，要核對藥袋上的姓名、性別、藥品名稱、數量、天數、服用方式、調劑者和調

劑日期，如果有用藥問題(1)詢問看病的醫師(2)調劑的藥師(3)以上皆是。 

23. (3)民眾拿健保卡去換東西或營養品，違法者(1)醫師(2)民眾(3)以上皆是。 

24. (4)全民健保保費低廉，然因(1)人口老化(2)療科技進步(3)給付項目(4)以上皆是，增加等因素，

為財務收支平衡，自 102年 1月 1日起加收補充保險費。 

25. (2)全民健保補充保險費的費率是多少%？(1)1%(2)2%(3)3%。 

26. (4)要加收補充保險費的項目(1)股利收入、利息收入(2)租金收入(3)超過 4個月以上的獎金(4)

以上皆是。   

27. (3)政府些人的健保費有全額補助(1)低收入戶(2)中低收入戶 18歲以下兒童及少年(3)以上皆

是。 

28. (1)在便利超商之多媒體資訊工作站可用(1)自然人憑證(2)健保卡(3)身分證，列印前一年度健保

繳費之繳費證明。  

29. (1)在學的工讀生，如在二個以上機構工作時，以其(1)主要工讀機構(2)次要的工讀機構，為投



 

 

保單位。 

30. (4)健保卡因遺失、毀損，或改名字、換照片等要換卡時，親自或委託投保單位或他人，可以到

那裡辦理？(1)郵局櫃台(2)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3)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聯絡辦公室(4)以上皆

是。 

31. (4)我可以自那裡取得「請領健保卡申請表」？(1)健保署各業務組及各聯絡辦公室(2)全省郵

局櫃檯(3)網路下載(4)以上皆可。 

32. (1)「請領健保卡申請表」正面黏貼最近二年內(1)2吋正面(2)1吋正面(3)2吋側面面，脫帽

半身彩色或黑白、未戴有色眼鏡之照片 1張。 

33. (1)「請領健保卡申請表」背面粘貼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14歲以下未領身分證者，得以

(1)戶口名簿影本代替(2)學生證影本代替(3)以上皆可。 

34. (3)申請補發健保卡需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由代理人代為現場辦理時，應出示(1)申請人(2)

代理人(3)申請人及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14歲以下未領身分證者，得以戶口名簿正

本代之），以備查驗。 

35. (1)換補發健保卡期間可持郵局製發之收執聯，於申請日起幾天內得以健保身分就醫(1) 14天

內(2)7天內(3)21天內。 

36. (1)新生嬰兒未領健保卡於出生幾天內，可以持母親或父親之健保卡就醫或注射預防針？(1)60

天內(2)30天內(3)20天內。 

37. (1)新生嬰兒未領健保卡如超過幾天者，儘速辦理加保手續，完成加保手續後等待健保卡期間，

可以持加保表影本取代健保卡就醫？(1)60天(2)30天(3)20天。 

38. (1)全民健保部分負擔就是保險對象至健保特約醫療院所就醫時，必須負擔一小部分(1)醫療費

用(2)掛號費(3)計程車費。 

39. (4)全民健保部分負擔為喚醒民眾對醫療費用之正確認識，審慎使用(1)醫療資源(2)防杜醫療

浪費(3) 防杜保險財務虧損(4)以上皆是，以建立可長可久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所採行醫療費

用部分負擔制度。  

40. (4)全民健保目前醫療機構共分四級，分別為(1)基層醫療單位(2)地區醫院(3)區域醫院及醫學

中心(4)以上皆是。 

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12967_2_1020103請領健保卡申請表.pdf
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12967_2_1020103請領健保卡申請表.pdf


 

 

41. (3)為了避免民眾遇有小病就湧向大醫院，因此規定赴(1)基層醫療單位就醫者(2)地區醫院就

醫者(3)以上皆是，基本部分負擔較輕。 

42. (3)為了避免民眾遇有小病就湧向大醫院，因此規定赴，赴(1)區域醫院就醫者(2)醫學中心就

醫者(3) 以上皆是，基本部分負擔較重。 

43. (4)全民健保為顧及民眾之負擔，凡(1)重大傷病(2)分娩(3)預防保健服務(4)以上皆是，均免

除部分負擔。 

44. (4)為珍惜健保有限醫療資源，大家應(1)不隨便打針(2)不隨便拿藥(3)不隨便看醫生(4)以上

皆是。 

45. (3)健保轉診制度是(1)小病痛到家附近的診所就醫(2)重病再轉診至醫院就醫(3)以上皆是，以

提升醫院的醫療服務與品質。 

46. (3)民眾如果不清楚自己的病因，或者是小的病痛，可以先前往住家附近的(1)基層診所就診(2)

家庭醫師就診(3)以上皆可，可獲得妥善的照顧和治療，並不需要轉診。 

47. (1)如果經診所或家庭醫師診斷，基於醫療上之需要，需要做進一步檢查、手術或住院，醫師

會交給您一份轉診單，並寫明建議轉診的特約醫療院所名稱及科別，轉診單是日後轉診看病的

依據(1)需要妥善保管(2)不需要妥善保管(3)隨便丟棄。 

48. (4)因為緊急傷病或分娩不克前往特約院所就醫，需要在非特約醫療機構就醫時，可以檢具(1)

費用明細(2)收據正本(3)診斷書和核退申請書(4)以上皆是，申請核退醫療費用。 

49. (1)全民健保緊急傷病或緊急分娩的醫療費用，一定要在急診、門診治療當天或出院當天起算

幾個月內申請？(1)6個月內(2)5個月內(3)4個月內。 

50. (1)失蹤滿幾個月者及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戶籍遷出國外、外籍人士居留期限屆滿的人，不可

以參加全民健康保險？(1)6個月(2)5個月(3)4個月。 

 

 

 

 



 

 

是非題 

51. 為增進全體國民健康，政府自 84年 3月 1日開辦全民健保，迄今已屆滿 19週年？答：對 

52. 全民健保是強制性保險，不能隨意選擇要不要保？  答：對     

53. 全民健保每個人的加保類別是可隨個人自由選擇的？答：錯(依各類(6類)資格加保，不可選擇) 

54. 全民健保是社會保險，不是社會福利，所以保險財務應該自給自足，收支平衡？ 答：對  

55. 全民健康保險的保險對象，指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凡是符合投保資格者都要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答：對 

56. 全民健康保險的保險人是指承辦保險業務的機構，即承保機關(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答：對 

57. 全民健康保險的保險人主要職責在於保險受理、保險費計收、保險給付核付、保險基金運用管理，

以及其他有關保險業務執行與推展等事宜？ 答：對 

58.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的權利有：發生疾病、傷害、生育時，由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門診、

住院及藥品等醫療服務。享有預防保健給付(包括兒童牙齒預防保健、及成人健康檢查)。另因

情況緊急，須在非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立即就醫者，其醫療費用可依規定申請核退？ 答：對 

59. 全民健保是集合民眾的力量，對保險對象發生疾病、傷害、生育時，提供醫療服務？ 答：對   

60. 全民健康保險係屬強制性保險，凡符合投保條件的民眾均應依規定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若不依規

定參加保險，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的罰鍰，並追溯合於投保條件之日起補辦投保？

答：對   

61. 全民健保為提供民眾在地化服務，目前全台設有 7個業務組對嗎？ 答：錯(是 6個，台北、北區、

中區、南區、高屏、東區等業務組) 

62.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應盡義務有：依適當身分類別參加保險，被保險人的眷屬隨同投保；據實提

供投保所需資料，辦理投保手續；按月繳納保險費；遵行分級醫療及轉診規定就醫，負擔部分

醫療費用？ 答：對 

63.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和補充保險費報稅時皆可全額列舉扣除？ 答：對   

64. 全民健保民眾滿 40歲可以免費成人做預防保健？答：對。 



 

 

65. 全民健保 30歲以上女性可以 1年 1次免費做子宮頸抹片檢查？答：對 

66.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有 3個月的使用期限，最多可拿 3次的藥，每次可拿 28-30天份對嗎？答：對 

67.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可以節省不少醫療開銷，不過適用於一般處方箋或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由自己

判斷？  答：錯(醫師) 

68. 即使疾病屬於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慢性病，但病情尚不穩定，仍可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答：錯(需

病情穩定者) 

69. 全民健保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藥費不用部分負擔？答：對 

70. 民眾到醫院或診所看病，記得要帶什麼？  答：健保卡(如該卡無照片者需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

以證明文件)。 

71. 民眾到醫院或診所看病後，不要忘記向醫院或診所索取收據，上面有記載健保醫療費用明細及藥

品明細？  答：對 

72. 民眾領藥時，要核對藥袋上的姓名、性別、藥品名稱、數量、天數、服用方式、調劑者和調劑日

期，如果有用藥問題，要詢問看病的醫師或調劑的藥師，對不對？  答：對 

73. 民眾拿健保卡去換東西或營養品？除醫師有違法外，民眾一樣也違法？  答：對 

74. 全民健保保費低廉，然因人口老化、醫療科技進步、給付項目增加等因素，為財務收支平衡，自

102年 1月 1日起加收補充保險費？  答：對 

75. 全民健保補充保險費的費率是 2%？  答：對 

76. 股利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超過 4個月以上的獎金要加收補充保險費對嗎？  答：對 

77. 全民健保保險費和補充保險費報稅時皆可全額列舉扣除對嗎？  答：對   

78. 報稅時如採列舉扣除額，全民健保保費不受 2萬 4千元扣除額上限之限制？  答：對   

79. 對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18歲以下兒童及少年，健保費政府有全額補助？  答：對 

80. 在便利超商之多媒體資訊工作站用自然人憑證，可列印前一年度健保繳費之繳費證明？答：對   

81. 若利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查詢健保費金額申報扣除，即可免檢附繳費單據。答：對 

82. 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的被保險人或眷屬，都應該以適當身分參加該保險。如果是利用寒暑



 

 

假從事未逾三個月之短期性工作，且未喪失原有之投保資格者，為避免時常移轉投保單位之不便，

全民健保允許仍以原保險身分繼續投保（例如以父母之眷屬）？ 答：對 

83. 在學的工讀生，如在二個以上機構工作時，以其主要工讀機構為投保單位？答：對 

84. 健保卡因遺失、毀損，或改名字、換照片等要換卡時，可以親自、委託投保單位或他人或至郵局

櫃台、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聯絡辦公室辦理? 答：對 

85. 我取得「請領健保卡申請表」的地方，有健保署各業務組及各聯絡辦公室、全省郵局櫃檯、網

路下載等方式？ 答：對 

86. 「請領健保卡申請表」正面黏貼最近二年內 2吋正面、脫帽半身彩色或黑白、未戴有色眼鏡照

片 1張；如不需加印照片者，一定要勾選「不貼照片」。背面粘貼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14

歲以下未領身分證者，得以戶口名簿影本代替）、居留證等身分證明文件？ 答：對 

87. 申請補發健保卡需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由代理人代為現場辦理時，應同時出示申請人及代

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以備查驗。（14歲以下未領身分證者，得以戶口名簿正本代之）？

答：對 

88. 換補發健保卡期間可持郵局製發之收執聯，於申請日起 14天內以健保身分就醫？答：對 

89. 新生嬰兒未領健保卡於出生 60天內可以持母親或父親之健保卡就醫或注射預防針？答：對 

90. 新生嬰兒未領健保卡如超過 60天者，請儘速辦理加保手續，完成加保手續後等待健保卡期間，

可以持加保表影本取代健保卡就醫？答：對 

91. 全民健保部分負擔就是保險對象至健保特約醫療院所就醫時，必須負擔一小部分醫療費用？答：

對 

92. 全民健保部分負擔為喚醒民眾對醫療費用之正確認識，審慎使用醫療資源，防杜醫療浪費及保

險財務虧損，以建立可長可久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所採行醫療費用部分負擔制度。 答：對 

93. 全民健保目前醫療機構共分四級，分別為基層醫療單位、地區醫院、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答：

對 

94. 為了避免民眾遇有小病就湧向大醫院，因此規定赴基層醫療單位及地區醫院就醫者，基本部分

負擔較輕，赴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就醫者，基本部分負擔較重？答：對 

95. 全民健保為顧及民眾之負擔，凡重大傷病、分娩及預防保健服務，均免除部分負擔？答：對 

http://www.nhi.gov.tw/Resource/webdata/12967_2_1020103請領健保卡申請表.pdf


 

 

96. 健保轉診制度是小病痛到家附近的診所就醫，重病再轉診至醫院，以提升醫院的醫療服務與品

質？答：對 

97. 民眾如果不清楚自己的病因，或者是小的病痛，可以先前往住家附近的基層診所或家庭醫師就

診，可獲得妥善的照顧和治療，並不需要轉診；如果經診所或家庭醫師診斷，基於醫療上之需

要，需要做進一步檢查、手術或住院，醫師會交給您一份轉診單，並寫明建議轉診的特約醫療

院所名稱及科別，轉診單是日後轉診看病的依據，不需妥善保管？ 答：錯(需妥善保管) 

98. 因為緊急傷病或分娩不克前往特約院所就醫，需要在非特約醫療機構就醫時，可以檢具費用明

細、收據正本、診斷書和核退申請書，申請核退醫療費用？答：對 

99. 緊急傷病或緊急分娩的醫療費用，一定要在急診、門診治療當天或出院當天起算 5個月內申請？

答：錯(6個月內) 

100.失蹤滿六個月者及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戶籍遷出國外、外籍人士居留期限屆滿的人，不可以參

加全民健康保險？ 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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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神農小學堂題庫—食品衛生類 

內容 Q&A（選擇題） 

 1.黃麴毒素可能在那些保存不當的食物中：(1)玉米 (2)穀類 (3)花生 

  (4)以上皆是。 

2.黃麴毒素最毒的為：(1)B1 (2)B2 (3)G (4)G2。 

3.黃麴毒素最適合的溫度：(1)26℃ (2)28℃ (3)30℃ (4)32℃。 

4.黃麴毒素最適合生長的溼度:(1)85% (2) 80% (3)75% (4)70%。 

5.黃麴毒素主要讓那個器官受傷：(1)肝 (2)腎 (3)胃 (4)腎。 

6.冰箱放置食物勿超過：(1)不限 (2)90% (3)80% (4)70%。 

7.冰箱冷藏溫度最好保持在：(1)10℃ (2)8℃ (3)6℃ (4)4℃。 

8.油炸肉類會產生的毒素有：(1)丙烯鹽胺 (2)異環胺 (3)重金屬(4)過氧化氫。 

9.微波盧是靠：(1)蛋白質撞擊 (2)糖分撞擊 (3)水分子撞擊(4)脂肪。 

10.油的起煙點都差不多，所以人只要買一瓶油就好。(1)對 (2)錯。 

11.心臟科醫學會建議每人每天用油量最好為：(1)2湯匙(2)3湯匙 (3)4湯匙 

   (4)5湯匙。 

12.微波爐加熱最重要，要保持多遠：(1)一個成人手臂平舉距離 (2)3公尺  

   (3)30公分。 

13.有阿拉伯數字編號的色素為：(1)天然色素 (2)人工色素 (3)都可以。 

14.炸雞的主要毒素：(1)異環胺 (2)丙烯醯胺 (3)多環芳香碳氫化合物  

   (4)以上皆是。 

15.亞硝酸鹽食品包含了：(1)火腿 (2)熱狗 (3)香腸 (4)以上皆是。 

16.吃了亞硝酸鹽食物下列哪些食物可以減少毒素：(1)芭樂 (2)大蒜 (3)青菜   

   (4)以上皆是。 

17.二氧化硫多用於下列那些食品防腐：(1)竹笙 (2)蝦米 (3)香菇 (4)以上皆是。 

18.過氧化氫去除方法下列何者為非：(1)菠菜莖頭 (2)蘋果皮 (3)牛奶  

   (4)高溫 200度 C。 

19.吃多青菜每天至少要吃幾碗菜才是足夠的份量：(1)1碗 (2)2碗 (3)3碗    

   (4)4碗。 

20.去除農藥法最好以什麼來清洗：(1)清水 (2)食鹽 (3)小蘇打 (4)臭氧。 

21.獲得健康的最好方法是均衡飲食，這飲食最好來自：(1)食物 (2)食品(3)皆可。 

22.牛奶、豆漿很健康為了長高，可以把牛奶、豆漿當水喝。(1)對 (2)錯。 

23.選擇食物最好選擇：(1)當季盛產 (2)進口食物 (3)有機食物。 

24.喝水很重要，足夠喝水要評估：(1)每天排尿 6次 (2)喝水越多越好 (3)4000 CC。 

25.吃魚可預防下列那些疾病：(1)癌症 (2)心血管疾病 (3)腎臟病 (4)以上皆是。 

26.健康飲食守則要限制鹽份，鈉含量為每日：(1)2800毫克 (2)3000毫克 

   (3)2400毫克(4)3200毫克。 

27.糖分會造成肥胖，每日最好勿超過：(1)25公克 (2)30公克 (3)35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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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公克。 

28.高果糖糖漿會造成下列那些疾病：(1)脂肪肝 (2)痛風 (3)心血管疾病 

   (4)以上皆是。 

 

29.選擇食品要注意，避開那些項目才安全：(1)太白 (2)太香(3)色澤鮮豔 

   (4)以上皆是。 

30.食品安全的監督單位：(1)毒物科 (2)行政院 (3)衛福部 (4)縣市政府。  

31.下列何者不是食物中毒五要原則： 

  (1)要新鮮 (2)要洗手 (3)要生熟食分離 (4)要喝水 

32.下列何種魚類含天然毒素會造成食物中毒： 

  (1)吳郭魚 (2)河豚  (3)鮪魚 (4)石斑魚 

33.六大類食品包含有： 

  (1)全穀根莖類 (2)蔬菜類 (3)豆魚肉蛋類 (4)以上皆是 

34.下列何者不是低熱量食物? 

  (1)白開水 (2)木耳 (3)鹹酥雞  (4)脫脂牛奶 

35.為了要防止塑化劑汙染我們，所以我們要： 

(1)少吃不必要的保健食品或藥品 (2)多喝水 (3)少吃加工食品 

(4)以上皆是 

36.加熱到幾度 C以上，可以有效防治食物中毒： 

(1)10度 C (2)30度 C (3)50度 C (4)70度 C 

37.下列哪種食物容易造成肥胖： 

(1)炸雞 (2)西瓜 (3)竹筍 (4)燙青菜 

38.下列哪一個是食品添加物? 

(1)麵粉 (2)花椒粒 (3)防腐劑  (4)奶油 

39.下列何者為吃到「河豚」而發生食品中毒的症狀?   

   (1)頭暈無力(2)口、舌四肢麻木或刺痛(3)噁心、嘔吐(4)以上皆是 

40.以下何者為諾羅病毒食品中毒的預防方法? 

   (1)勤洗手，特別是在如廁後、進食或者準備食物之前(2)飲水要 

   先煮沸再飲用，所有食物都應清洗乾淨並徹底煮熟，絕不生食     

   (3)注意居家環境衛生，必要時可用漂白水消毒(4)以上皆是 

41.組織胺食品中毒，常出現在哪一種食物? 

   (1)長蟲的水果(2)爛掉的蔬菜(3)腐敗水產魚肉(4)腐敗牛肉 

42.以下何者為選擇真空包裝食品之注意事項? 

   (1)真空包裝食用前，應煮沸(100℃)至少 10分鐘，避免直接食 

   用(2)選擇信譽良好之商家，依標示妥善儲存，切勿購買來路不 

   明且未完整標示之食品(3)購買冷藏冷凍的真空包裝食品，應儘 

   速放入冰箱冷藏冷凍(4)以上皆是 

43.導致食品中毒的第一名細菌是?     

   (1)金黃素葡萄球菌(2)腸炎弧菌(3)肉毒桿菌(4)病原性大腸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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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滷雞腿比炸雞腿的熱量還要高，為了避免肥胖，因此，不可多吃(1)對 (2)錯。

45. 有效預防肥胖最好的方式，適度運動及低熱量均衡飲食(1)對 (2)錯。 

46. 烹調方式若是用『煎』的方式，不易引起心血管疾病(1)對 (2)錯。 

47. 垃圾食品意指不健康或者僅含少量營養物質的食品(1)對 (2)錯。 

48. 為了維持健康好體態，應遵守『4少 1多-少肥肉、少油炸、少 

    醬料、少油湯、多蔬果』的概念(1)對 (2)錯。 

           

 

49. 台灣的健康食品認證標章為何項: (1)  (2)  (3)   

50. 食物的儲存管理：冷藏 7℃以下，冷凍-18℃以下(1)對 (2)錯。 

51. 購買食品前，消費者儘量選購包裝完整未有破損情形並看清楚產品的品名、有 

    效日期等標示(1)對 (2)錯。 

52. 食品的標示、廣告可以使用易使人產生誤解有醫療效能，如減肥、增高等字 

    眼(1)對 (2)錯。 

53. 預防蔬果農藥殘留，可以維持流動清水洗數分鐘或去除外皮等方式(1)對 

    (2)錯。 

54. 預防食物中毒應避免生食與熟食交叉汙染，交叉汙染如：切完生食再切熟食。 

    (1)對(2)錯。 

55.選購真空包裝食品三「要」原則(1)「要」冷藏冷凍才買：購買冷藏冷凍的真空  

   包裝食品，而且購買後應儘速放入冰箱冷藏或冷凍。(2)「要」充分加熱才吃： 

   真空包裝食品食用前，應煮沸(100℃)至少 10分鐘，避免直接食用。(3)「要」 

   看清標示才好應選擇信譽良好之商家，並依標示妥善儲存。(4)以上皆是。 

56.塑膠類食品容器具聰明選(1)避免長時間接觸高溫(2)避免長時間高油脂高酸性  

   食物(3)避免物理破壞(4)以上皆是。 

57.慎選健康食品原則(1)「停」想想有無需要 對健康有無幫助(2)「看」仔細閱 

   讀包裝(3)「聽」請教醫師或營養師等專業人員(4)以上皆是。 

58.遠離塑化劑，把握「5少」減塑撇步。不包含下列何者:(1)少塑膠、少香味 

   (2)可吃不必要的保健食品或藥品(3)少吃加工食品(4)少吃動物脂肪、油脂類、  

   內臟。 

59.遠離塑化劑，把握「5多」減塑撇步，不包含下列何者:(1)多洗手(2)喝白開水 

   (3)多天然新鮮蔬果(4)減少運動。 

60.垃圾食品意指不健康或者僅含少量營養物質的食品(1)對(2)錯。 

61.滷雞腿比炸雞腿的熱量還要高，為了避免肥胖，因此，不可多吃(1)對 (2)錯。

62.為了維持健康好體態，應遵守『4少 1多-少肥肉、少油炸、少醬料、少油湯、 

   多蔬果』的概念(1)對(2)錯。 

63.在哪裡查可以詢健康食品的資訊(1)奇摩拍賣(2)露天拍賣(3)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4)PC home。 

64.食品標示包含哪些項目(1)品名(2)內容物(3)食品添加物(4)營樣標示(5)以上  

   皆是。 

65.多吃全穀食物可降低罹患癌症風險(1)對(2)錯。 

66.你知道食物可以分為幾大類嗎？(1)六大類 (2)五大類 (3)四大類    

67.依據行政院衛生署每日飲食指南，每天應食用多少蔬菜類？  

 (1) 1-2碟 (2) 2-3碟 (3) 3-5碟 

68.依據行政院衛生署每日飲食指南，每天應食用多少水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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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份 (2) 2-4份 (3) 4-6份 

69.行政院衛生署每日飲食指南建議每天應食用1.5-2杯低脂乳品類，請問1杯是指  

   多少量？ (1)120毫升  (2) 240毫升 (3)360毫升  

70.市面上常見販售之「三色蔬菜」商品內容物為紅蘿蔔、玉米、豌豆仁，請問其     

   中屬於蔬菜類共有幾種？ (1)1種 (2) 2種 (3) 3種 

（說明：只有紅蘿蔔為蔬菜類，玉米及豌豆仁為全穀根莖類。） 

71.豆漿不能取代牛奶的攝取量，是因牛奶中富含哪種營養素？ 

(1)鈣 (2)蛋白(3)纖維素 

72.下列何者是維生素E之主要食物來源？ (1)奶油 (2)豬油 (3)植物油  

73.下列何者為維生素B12豐富的食物來源？ (1)牡蠣 (2)菠菜 (3)番茄  

74.下列那個飲食是形成大腸癌的最高危險因子？  

 (1)低膳食纖維／低油脂 (2)高膳食纖維／高油脂 (3)低膳食纖維／高油脂  

75.下列哪種類型的食物對身體負擔最輕？(1)油炸類 (2)碳烤類 (3)清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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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題 

 

（Ｏ）透過尿液檢驗可以檢驗出是否有吸食搖頭丸、愷他命(K他命)、安非他命

等毒品。 

(Ｏ) 當安非他命成癮者停止吸食毒品時，會出現沮喪、疲倦、憂鬱等戒斷症狀。 

(Ｏ) FM2溶於飲料中無色無味，因此常被有心人士拿來當作加害、侵犯他人的

工具。 

（Ｘ）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毒品分為四級，其中成癮性與危害性最嚴重 

的是「第四級」毒品。 

（Ｏ）關於毒品相關刑責，販賣的刑責比使用者還嚴重。 

(Ｏ) 如果吸毒者被警方查獲後，向警察說出毒品的來源，因而破獲販毒組織， 

可以減輕其刑責。 

 

 

選擇題 

（Ｂ）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我國對毒品分級是以下列何者為依據？  

    (A)毒品純度 

    (B)成癮性、濫用性、社會危害性 

    (C)價格 

    (D)使用方法 

（Ｂ）我國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依毒品的「成癮性、濫用性、社會危害性」

分級，共分為幾級？其中危害程度最強的是第幾級？ 

     (A)分四級，危害最強是第四級 

     (B)分四級，危害最強是第一級 

     (C)分三級，危害最強是第三級 

     (D)分三級，危害最強是第一級 

（Ｃ）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分類，下列哪一項是屬於「第三級毒品」？ 

（A）安非他命   

（B）搖頭丸   

（C）愷他命(K他命)   

（D）大麻 

（Ｂ）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下列有關毒品犯罪的刑責哪一項最重？ 

        (A)持有毒品 

        (B)販賣毒品 

        (C)施用毒品 

        (D)轉讓毒品 

（Ｄ）吸食毒品可以透過哪些方式來檢驗？ 

       （A）血液檢驗 

       （B）尿液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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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毛髮檢驗 

       （D）以上皆是 

（Ｄ）何者為藥物濫用的危害？ 

        (A) 個人身體器官功能受損 

        (B) 經濟負擔加重 

 (C) 造成社會治安問題 

(D) 以上皆是 

（Ｄ）吸毒會危害人體的中樞神經系統的功能，以下哪些器官是屬於中樞神 

統？  

       （A）腸、胃 

       （B）身體四肢 

       （C）心臟和肺臟   

        (D）腦部及脊椎 

（Ｄ）關於藥物濫用行為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只吸食一次毒品，並未觸法 

        (B)偶而嘗試毒品不會上癮 

        (C)多喝水、喝牛奶、打排毒針就可以排出毒素 

        (D)吸毒會成癮，是不容易戒除的 

（Ｄ）以下哪一項是藥頭誘騙人使用毒品的說詞？ 

（A）吃幾次不會上癮的 

（B）未滿 18歲的學生使用毒品是不犯法 

（C）毒品可以讓你忘掉煩惱與壓力 

（D）以上皆是 

（Ｂ）聯合國所訂定之「國際反毒日」是每年的哪一天？ 

       （A）6月 3日 

       （B）6月 26日 

       （C）9月 28日 

       （D）12月 1日 

（Ａ）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設有24小時免付費戒毒成功專線電話，其電話號碼是多

少？ 

       （A）0800-770885（請請你，幫幫我） 

       （B）0800-636363 

       （C）0800-085717（您幫我，清一清） 

       （D）0800-000123 

（Ａ）101年起教育部結合相關部會選擇下列何種花卉，以其具有「強身」、「抗

毒」的意象，而作為「反毒」的代表花卉？ 

       （A）紫錐花 

       （B）野百合 

       （C）茉莉花 

       （D）白玫瑰 

（Ｄ）我國推動「紫錐花運動」它的主要意涵是什麼？ 

       （A）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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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反毒 

       （C）愛人愛己 

       （D）以上皆是 

（Ｄ）目前我國各縣市設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功能中，在（甲）追蹤輔導

毒品施用者（乙）提供毒品戒治資訊及轉介就業服務（丙）反毒宣導

等 3個選項中，哪些描述較正確？  

    (A)甲乙  

    (B)乙丙  

    (C)甲丙  

    (D)甲乙丙 

（Ｄ）在生活中遭遇課業壓力的時候，下列何者是正確的行為？ 

       （A）抽菸 

       （B）嘗試使用搖頭丸 

       （C）喝酒 

       （D）向父母、師長或朋友傾訴，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Ｂ）如果有同學主動拿一包不明白色粉末給你，告訴你吸下去精神會很好，你

應該採取下列哪一種作法？ 

（A）同學介紹，應該安全，不妨試試 

（B）懷疑可能是毒品，並找機會立即通知老師及家長 

（C）將那包白色粉末收下，上網查查那是什麼東西 

（D）收下來這包白色粉末，秀給同學看 

（Ｂ）小立因為與朋友吵架，心情不好，在籃球場上有人拿出一小包夾鏈袋裝有

白色粉末狀的東西給他，他應該怎麼做才對？ 

（A）可以嘗試吸食來抒解心情 

（B）拒絕並找個理由迅速離開 

（C）既然免費，就試試看好了 

（D）先拿回家想一想再做決定 

（Ｃ）有一天小展跟小企一起去參加派對，小企拿了一顆藥丸給小展吃，說吃了

之後跳舞會更起勁，這時你會建議小展應該怎麼做最為適當？ 

（A）麻吉的好意不要拒絕，把藥丸吞了 

（B）好朋友不會害我的，試試看也無妨 

（C）語氣堅定的跟他說「我不需要」，並找機會離開現場 

（D）收起來下次再用 

（Ｃ）小香與家人出國渡假後回國進入海關時，突然有人請她幫忙提東西入關，

你會建議小香應該怎麼做呢？ 

（A）向他收錢，才不會吃虧 

（B）問他要不要給我好處，再決定 

（C）有可能是毒品，所以拒絕 

（D）穿著整齊應該不是壞人，可以放心幫忙 

（Ａ）20.下列有關藥物濫用的危害，其中(甲)個人身體器官功能受損 (乙)經濟

負擔加重 (丙)造成社會治安問題 (丁)增加身體機能，等 4個選項

中，哪些描述較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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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丙丁 

(Ｃ) 下列何者是使用毒品愷他命(K他命)的危害？ 

（A）偶爾使用愷他命(K他命)對身體不會造成傷害 

（B）使用愷他命(K他命)不會成癮 

（C）使用愷他命(K他命)會導致膀胱縮小、血尿的症狀，甚至要終身包

尿布 

（D）燃燒愷他命(K他命)沒有味道，所以不容易被發覺。 

（Ｄ）當朋友約你一起「拉 K」時，你該怎麼拒絕他？ 

（A）表明毒品是違法的事情，堅持拒絕 

（B）藉機離開現場，並向師長及家長報告 

（C）告知恐會影響健康，要愛惜自己的身體 

（D）以上皆是 

（Ａ）居心不良的人會將俗稱「約會強暴藥」偷偷放入飲料中，這種藥品指的是

下列何者？ 

        （A）FM2 

        （B）愷他命(K他命) 

        （C）搖頭丸 

        （D）安非他命 

（Ｃ）外觀狀似冰糖，俗稱為安公子的非法藥物，是下列何者？ 

        （A）搖頭丸      

      （B）愷他命(K他命)    

      （C）安非他命     

       (D) 大麻 

（Ａ）02.有些具有強烈抑制食慾作用的減肥藥，最可能摻有哪一種毒品？ 

（A）安非他命 

（B）海洛因 

（C）MDMA(搖頭丸) 

（D） FM2 

（Ｃ）華仔在朋友房間裏，發現有改裝過且出火口很小打火機及兩根管子連接的

瓶子，懷疑朋友可能使用毒品，應向老師、父母親報告，找機會勸導

他戒除，你認為華仔的朋友最有可能是在吸食哪一種毒品呢?  

        （A）古柯鹼 

        （B）海洛因 

        （C）安非他命 

        （D）搖頭丸 

（Ａ）當安非他命成癮者停止吸食時，會出現沮喪、疲倦、憂鬱、嗜睡、肌肉

疼痛等症狀，有些甚至產生自殺的念頭，此種現象為何？ 

（A）戒斷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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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習慣性 

（C）抗藥性 

（D） 耐受性 

（Ａ）根據吸毒者的經驗，吸食同樣的毒品量，但藥效會愈來愈不明顯，所以使

用的毒品量要不斷增加才能有感覺，請問這樣的現象是因為毒品具有哪一

種特性? 

     （A）耐受性 

（B）戒斷症狀      

（C）抗藥性       

（D）只是一種錯覺 

（Ｄ）你我身邊也許就隱藏了引誘我們使用毒品的陷阱，在下列(甲)如有出入電

玩店等娛樂場所時特別提高警覺(乙)在吃喝食物、飲料時也要小心，

例如：不讓飲料離開視線(丙)可以請旁人幫忙看顧飲料、食物 (丁)

出現頭昏、全身無力的情形應立刻離開現場等 4個選項中，你會採取

哪些遠離毒品威脅的行動？ 

(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丙丁  

(D)甲乙丁 

（Ｄ）染上毒癮後，想要脫離毒品控制最好的方式是： 

（A）積極尋求協助與治療 

（B）遠離提供毒品的損友 

（C）維持正常生活作息 

（D）以上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