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101年新進公共衛生護理人員甄試試題

(A)1.在社區健康評估時，下列何項不屬於溝通系統的收集資料範圍？(A) 社區環境的指標資
料 (B) 社區民眾使用的主要語言 (C) 社區民眾經常反應問題的管道 (D) 社區民眾
彼此之間互動、溝通的情形。

(A)2.下列何者是公共衛生護士面對社區資源的使用最基本的前提？(A) 充分掌握社區各種資
源 (B) 努力善用社區資源 (C) 協調結合各種資源 (D) 擔任社區人力資源。

(B)3.由某社區的社區動力可了解該社區的活動、變遷和影響社區發展的原因。下列哪一項
是社區動力產生的因素？(A) 社區教育型態 (B) 社區內部的溝通、里內的決策過程
(C) 社區經濟繁榮 (D) 社區內家庭型態。

(A)4.收集社區資料後，要確立社區健康問題的優先次序，佛里門（Freeman）提出決定社區健
康問題優先次序的原則是：１預防的效果 ２問題的嚴重性 ３機關的政策與目標 ４可

利用的資源 ５居民的了解及期望 ６公衛護士的期望。(A)１２３４５ (B) ２３４５６
(C) １３４５６ (D) １２３５６。

(A)5.公衛護士平時即常注意其地段或社區中有哪些可用的資源，並加以歸類整理，此就社區
資源的運作過程而言，是屬於何階段？(A) 發掘 (B) 運用  (C) 轉介 (D) 評價。

(B)6.下列何者不是社區衛生護理人員執行社區健康評估之主要目的？(A) 確認社區中與健康
相關之因素 (B) 確認社區民眾之經濟需求 (C) 確認社區中之高危險群 (D) 確認社
區中可利用的資源。

(D)7.依生命週期而論，下列何者不是嬰兒至學齡前期之主要社區健康指標？(A) 蟯蟲陽性率
(B) 弱視比率 (C) 奶瓶性齲齒率 (D) 學習障礙比率。

(A)8.衛生主管機關或健康專業人員在社區的層次，為減少危險因子，降低民眾的罹病率、死
亡率或提升民眾的幸福感，下列的途徑何者最適當？(A) 個人、機構及政府需要共同努
力 (B) 政府在法規方面要加強 (C) 機構要訓練人員以具備服務的能力 (D) 政府應
發表明確立場與宣言。

(A)9.在社區進行監測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最常使用的布氏指數是指：(A) 調查 100 戶住
宅，發現有登革熱病媒蚊幼蟲孳生陽性容器數 (B) 調查 100 個容器，發現有登革熱病
媒蚊幼蟲孳生容器之百分比 (C) 調查 100 戶住宅，發現有登革熱病媒蚊幼蟲孳生戶數
之百分比 (D)每一戶住宅平均登革熱病媒蚊雌性成蟲數。

(B)10.下列何者不是結核病 7分篩檢法的項目：(A) 咳嗽兩週 (B)乾咳 (C)沒有食慾，體重
減輕 (D) 以上皆為篩檢項目。

(D)11.下列何者不是出生 2個月的預防接種項目：(A)白喉破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 (B) b型嗜
血桿菌 (C)不活化小兒麻痺(五合一)混合疫苗 (D)B型肝炎疫苗。

(D)12.下列何者不是推動「健康城市」工作，主要的行動綱領？(A) 建立健康的公共政策 (B)
創造支持性的環境 (C) 強化社區行動 (D) 適當的科技運用。

(C)13.宜蘭縣「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實施策略中不包括：(A) 依縣內長期照顧需求積極發展居
家式、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模式 (B) 協助縣內獨居老人、中低收入戶辦理在宅醫療、
居家復健、居家服務及喘息服務等資源介入 (C) 提供老人住宅 (D) 以上皆是。

(B)14.公衛護士發現某社區老年居民每年接受健康檢查的比率偏低時，請問下列哪一個模式較
可運用於解決此問題？(A) 適應系統 (B) 健康信念 (C) 角色互動 (D) 自我照顧。



(C)15.根據格林（Green）所提 PRECEDE 衛生教育模式中，調查婦女乳房自我檢查情形，乃
是屬於哪項診斷步驟？(A) 社會診斷 (B) 教育診斷 (C) 行為診斷 (D) 流行病學
診斷。

(A)16.王先生患有高血壓，一個月前公衛護士教導他如何測量血壓，以自我監測，過程中王先
生也回覆示教，但事後一直未自行測量血壓，請問最可能的原因是？(A) 王先生沒有動
機想做這件事 (B) 王先生仍未學會如何量血壓 (C) 王先生類化的能力不好 (D)
量血壓對王先生而言太困難。

(B)17.癌症初段預防工作所採取的策略，下列何者最適當？(A) 推廣乳癌高危險群定期至醫院
接受檢查，並對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提供社區到點篩檢服務 (B) 加強民眾對癌症防治認
知，結合醫療院所、衛生行政單位及民間團體共同辦理防癌衛生教育 (C) 輔導轄區內
耳鼻喉及牙科（醫院及診所），主動對門診就診嚼檳榔族病患，提供口腔癌篩檢 (D) 針
對不同地區分析地方性癌症，以利進行防治工作。

(C)18.行動的線索（cues to action）在健康信念模式中，是屬於哪一項影響預防性健康行
為之因素？(A) 個體之認知（individual perceptions） (B) 心理社會動力（psychosocial
dynamics） (C) 修正因素（modifying factors） (D) 行動的可能性（likehood of action）。

(D)19.公共衛生護士進行衛生教育時的原則，以下何項是最適當並需掌握的？(A) 為了要有
較多經驗分享的小組討論時，人數要愈多愈好 (B) 考慮受教者特質與程度的問題，應
守單一目標原則 (C) 為避免過於複雜，單次衛教應採行單一方法原則 (D) 衛生教育
的內容應該要能夠重質不重量。

(D)20.假設登革熱在某縣之病例超過了正常期望值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散發
（sporadic） (B) 爆發（outbreak） (C) 大流行（pandemic） (D) 流行（epidemic）。

(C)21.肺結核接觸者檢疫，檢疫對象及檢查需求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 與指標個案共同居住者
(B) 與指標個案於可傳染期間一天內接觸 8小時以上
(C) 與指標個案於可傳染期間累計達 45(含)小時以上
(D) 接觸者年齡未滿 13 歲者，於指標個案確診一個月內除了進行胸部 X光檢查外，

需一併進行結核菌素測驗

(C)22.宜蘭縣幅員遼闊，偏遠鄉鎮多，為能夠將健康篩檢服務深入偏遠鄉鎮，篩檢巡迴車(如
乳房攝影車、X 光巡迴車等)配置相當重要，依基層預防保健健康平等權之精神，巡迴
車可能是解決下列何種議題？ １可近性(Accessibility)、２可用性(Availability)、３轉介
醫療服務(Referral to Medical service)、４健康服務涵蓋率(Coverage Rate) (A) １２３
(B) ２３４   (C) １２４   (D)１３４

(C)23.公共衛生護士某次對某一地段進行尿糖的篩檢結果如下：

至醫院診斷結果

罹患糖尿病 未罹患糖尿病

測尿糖結果(＋) 120人 100人 220

測尿糖結果(－) 80人 1,350人 1,430

計 200人 1,450人 1,650人

請問對此群體而言，此篩檢方法之敏感度與精確度各為多少％？(A) 敏感度：10；精確
度：79 (B) 敏感度：40；精確度：28 (C) 敏感度：60；精確度：93 (D) 敏感度：
72；精確度：92。



(C)24.可用來作為病因的探討及推算疾病的正常期望值，以促使衛生人員對疾病之發生保持高
度警覺者為：(A) 死亡率（mortality rate） (B) 盛行率（prevalence rate） (C) 發生
率（incidence rate） (D) 致死率（fatal rate）。

(A)25.在疾病的流行期間，人群中所有新發生該病的病例數與其總人口數的比值，稱為：(A)
侵襲率（attack rate） (B) 發生率（incidence） (C)盛行率（prevalence） (D)罹病率
（morbidity）。

(A)26.致病模式中之三角模式（epidemiological triangle）的敘述，何者正確？(A) 三角模式多
用於傳染性疾病的探討 (B) 對心肌梗塞病因探討以三角模式較理想 (C) 三角模式
指生物環境、社會程度、及物理環境 (D) 三角模式又稱「生態模式」。

情況：針對 65歲以上老人進行糖尿病篩檢，發現有 300人呈現陽性反應，700人呈現陰性反
應，陽性反應者經醫師診斷有 100人確定罹患糖尿病，而陰性反應者有 50人罹患糖尿
病。請回答以下二題：

(C)27.試問有關此次篩檢工具的偽陽性率為何？(A) 50/150 (B) 650/850 (C) 200/850 (D)
150/100。

(A)28.試問有關此次篩檢工具的敏感度為何？ (A) 100/150 (B) 50/150 (C) 200/850 (D)
650/850。

(A)29.下列之流行病學測量，何項是正確的？(A) 性比＝（年中男性人口總數／年中女性人口
總數）×100 (B) 自然增加率＝粗死亡率－粗出生率 (C) 致死率＝（全年因某種原因
而死亡的人數／年中人口數）×100 (D) 標準化死亡率＝（全年死亡人數／標準人口總
數）×1,000。

(A)30.在社區中實施飲水加氟衛生保健措施後之評估，應屬於下列何種流行病學研究？(A)
社區實驗 (B) 分析性流行病學研究 (C) 回溯研究 (D) 橫斷研究。

(D)31.下列有關回溯性研究法（retrospective study）之敘述，何者錯誤？(A) 較常用於檢
定初步假設，探討疑似病因 (B) 此種研究方法比較省錢，亦比較容易進行 (C) 通常
是在事件發生後，方進行研究 (D) 可直接控制可疑變項的分布，探討因果關係。

情況：乙社區有 10,000 人，公衛護士在社區中對沒有任何疾病診斷之民眾進行三高篩檢，結
果發現膽固醇數值異常者有 200人，進而檢查確認有冠心病（CHD）的患者為 160人，
乙社區在未執行篩檢前，已有 340 名經醫師診斷為 CHD 的患者，該年度因 CHD 死
亡的人數是 40人。請依此回答以下二題：

(A)32.乙社區 CHD 的發生率為多少？(A) 1.6％ (B) 2.0％ (C) 5.0％ (D) 8.0％。

(C)33.乙社區 CHD 的致死率為多少？(A) 0.4％ (B) 4％ (C) 8％ (D) 12％。

(C)34.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 致死率，係指因某種疾病而死亡之人數，與該年中人口數的
百分比 (B) 死亡率，係指一年內，某一地區每 1,000人，因某種疾病死亡之人數 (C)
盛行率，係指某一時間點上，現存的疾病數，占總人口數之比率 (D) 發生率，係指該
年每 1,000人中，患有某種疾病的比率。

(B)35.何謂高齡友善城市AFC（Age-friendly city）：１指一個兼容且無障礙，能增進活躍老化
的都市環境、２強調健康老化，指活到老動到老、３內容以老人議題為核心、４目前

國健局積極推動高齡友善城市，預計在2015年各縣市均納入推動體系、５是健康城市
昇級版 (A)１２３ (B) １３５ (C)２３４ (D)以上皆是。



(C)36.WHO 於 2007 年出版「高齡友善城市指南」提出八大基礎面向，何者不包括：１無障

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２交通運輸、３在宅醫療、４社會參與、５經濟扶助、６工作與

志願服務、７通訊與資訊、 ８社區及健康服務。 (A) ２７ (B) ４６ (C) ３５ (D)

６７。

(B)37.下列各項免費服務專線號碼，何者有誤？(A) 衛生署免費戒菸諮詢專線 0800-63-63-63

(B) 法務部免費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995 (C) 衛生署自殺防治安心專線

0800-788-995 (D) 衛生署不法藥物檢舉專線  0800-285-000。

(A)38.有關毒品危害防制，下列何者正確？１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

麻醉藥品與其製品、２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３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接受六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

習、４罌粟、古柯、大麻、安非他命、配西汀、潘他唑新及其相類製品屬第三級毒品、

５搖頭丸、大麻、FM2、Ketamine、甲基安非他命又稱俱樂部濫用藥、６替代療法是指

用美沙冬「取代」海洛因的一種療法 (A)１２５６ (B) １３４６ (C) ２３４５ (D)

以上皆是。

(D)39.林小姐有施打海洛因習慣，目前懷孕28週，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繼續施打低劑量海洛因，以避免驟然戒斷危急胎兒

(B) 以嗎啡替代使用

(C) 胎兒會有臉部異常

(D) 胎兒出生須觀察有無海洛因戒斷症候群

(C)40.下列何者非24小時心理衛生服務諮詢專線？１自殺防治安心專線0800-788-995、２老朋

友專線0800-22-8585、３生命線1995、４婦幼保護專線113、５張老師1980

(A) １２  (B) ２３ (C) ２５ (D) ４５。

(B)41.當身體累積了多少大卡多餘熱量，就會增加1公斤的體重？(A)2,700大卡熱量 (B)7,700

大卡熱量 (C)3,700大卡熱量 (D)1,700大卡熱量。

(D)42.李太太為B型肝炎帶原者，其表面（HbsAg）及核心（HbeAg）抗原均為陽性反應，為

避免李太太的新生兒垂直感染B型肝炎，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不宜哺餵母奶，並於出生後立即注射第一劑B型肝炎疫苗

(B) 不宜哺餵母奶，並於出生後立即注射一劑B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C) 應採母奶哺餵，並於出生後立即注射第一劑B型肝炎疫苗

(D) 應採母奶哺餵，並於出生後立即注射一劑B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A)43.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疾病篩檢項目中，下列何項檢查不受出生日數及進食狀況的限制，

並可由臍帶血中測得正確之結果判讀？

(A) 葡萄糖－六－磷酸鹽脫氫酶缺乏症（俗稱蠶豆症）

(B) 苯酮尿症

(C) 半乳糖血症

(D) 先天性甲狀腺低功能症



(B)44.關於社區化長期照護的精神與策略，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社區化的作法儘量去機構化，而強化醫院居家照護的個人服務體系

(B) 民眾意願上，在地（宅）老化優先於機構照護，應將機構照護融入居家照護
(C) 機構照護的資源豐沛且專業素質高，應優先於居家護理的高成本服務
(D) 社區化長期照護的策略，是鼓勵社區民眾參與學習照護年長父母的能力，多自行

照護以維持敬老文化和價值觀

(B)45.有關國建局推動整合性預防保健服務，下列何者為非？
(A) 大陸及外籍配偶並未納入篩檢對象之範圍
(B) 慢性病患者於健康篩檢當日需禁食，不可服用降血壓或降血糖藥物
(C) 如果婦女月經期間，不可以做尿液檢查
(D) 問卷提及女性生育史最主要的用處是作為評估乳癌高危險群指標

(C)46.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大多突發性心臟停止的原因為心室纖維顫動 (VF)
(B) 當心室纖維顫動發生時唯一的治療為去顫
(C) 當心室纖維顫動發生時唯一的治療為 CPR
(D) 心室纖維顫動的治療每延遲 1分鐘，則患者的存活率變下降 7～10 %

(A)47. 2010年新版 CPR準則，何者有誤？
(A) 從 A-B-C的順序變更為 A-C-B
(B) 仍持續強調高品質的 CPR
(C) 胸部按壓速率至少 100 次/分鐘
(D) 成人按壓深度至少為 2英吋 ( 5公分)

(B)48.下列有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公務員出席演講、座談、研習及評審(選)等活動，支領鐘點費每小時不得超過新臺
幣 5,000元。

(B) 支領稿費每千字不得超過新臺幣 1,000元。
(C) 遇有請託關說三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D) 以公務員配偶、直系血親、同儕共居家屬之名義收受或藉由第三人收受後轉交，
推定為公務員之贈受財物。

(A)49.「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有關贈受財物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 正常禮俗標準不超過新臺幣 2,000元。
(B) 依正常禮俗標準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
(C) 贈受財務每人不超過新臺幣 500元。

(B)50.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但非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
義務之虞者，得受贈之？ (A) 是  (B)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