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理賠醫務常識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103 年度春季壽險管理人員暨核保理賠人員測驗
科目：理賠醫務常識
試

場

規

則

一、 每次測驗時間為 100 分鐘。
二、 參加測驗人員憑身分證件（限用中華民國身分證、有效期間內之駕駛
執照、護照正本、附有相片之健保 IC 卡、外僑永久居留證或外籍、
大陸配偶領有長期居留證件）及准考證入場，無身分證件或持未附有
照片的證件者，不得入場考試。
三、 測驗開始後未滿 30 分鐘不准出場，超過 15 分鐘仍未入場者均以缺考
計。
四、 參加測驗人員應依准考證上所載之場次及試場座號對號入座，否則均
以缺考計。
五、 禁止攜帶參加測驗證件、文具以外之物品進入試場，否則以違規論並
以 0 分計算該次測驗成績。
六、 測驗進行時，參加測驗人員禁止左顧右盼、使用電子通訊設備、交談
等，企圖舞弊之情事，否則以違規論並以 0 分計算該次測驗成績。
七、 答案卡上不得出現任何與作答無關之註記，否則以缺考計。
八、 只繳回答案卡，若該堂考科需考試證明之考生，請監考人員於准考證
上蓋到考證明，另試題卷請考生自行保留。
九、 參加測驗人員如有疑問（如試題印刷不清等情形）
，應舉手表示，待
監考人員近身時方可提出。
十、壽險數學、會計與經濟、壽險財務管理等三科目，可攜帶簡易型計算
機，其他科目則不得攜帶計算機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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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選題(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最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
該題不予計分)(每題二分，共計八十分，答錯不倒扣)
1. 「輕微運動就會喘(例如在室內走動就會喘)」屬「美國紐約心臟協會心臟功
能分級(NYHA Functional class)」的第幾級(Class)？
(A) Class 1
(B) Class 2
(C) Class 3
(D) Class 4
2. 下列選項，何者可用於「肺結核(Pulmonary tuberculosis)」的診斷？
(A) 痰液耐鹼染色鏡檢
(B) 痰液病毒學培養
(C) 皮膚金黃色葡萄球菌素試驗
(D) 血液丙型干擾素(Interferon-gamma)檢驗
3. 下列針對「潰瘍性大腸炎(Ulcerative colitis)」的敍述，何者是正確的？
(A) 成因至今非常清楚
(B) 主要侵犯大腸黏膜層
(C) 嚴重程度與大腸受影響範圍無關
(D) 如果出現嚴重併發症(如毒性巨腸症)，則考慮藥物治療即可
4. 痛風(Gout)是下列何者在血中濃度過高，於是在關節腔中形成沉積，引發急
性關節發炎？
(A) 肌酸酐
(B) 尿素
(C) 酮體
(D) 尿酸
5. 下列針對「巴金森氏症(Parkinsonism)」的敍述，何者是正確的？
(A) 是年輕人常見的腦神經退化疾病
(B) 此症為慢性進行性的疾病
(C) 肢體運動的協調不會受影響，故患者不易發生摔倒
(D) 功能性影像檢查對於診斷没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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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子宮肌腺症(Adenomyosis)」是指何種的組織結構侵入子宮肌層中？
(A) 子宮外膜(Perimetrium)
(B) 子宫肌層(Myometrium)
(C) 子宮內膜(Endometrium)
(D) 卵巢(Ovary)
7. 下列針對「何杰金氏症 (Hodgkin's disease)」的敍述，何者是正確的？
(A) 不歸於淋巴瘤的一種
(B) 實際上與「非何杰金氏症 (Non-Hodgkin's disease) 」是相同的疾
病
(C) 病理組織型態分為低惡性及侵襲性兩大類型，其中不包括結節硬化
型
(D) 第 I 或 II 期病患，可使用放射線治療
8. 下列有關「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的「併發症」敍述，何者是正確的？
(A) 與末稍血管栓塞無關
(B) 眼睛病變包括白內障、青光眼
(C) 手腳麻木及刺痛為中樞神經損害的神經病變
(D) 不至於引起尿毒症而需要洗腎
9. 下列有關「白內障(Cataract)」的敍述，何者是錯誤的？
(A) 是因玻璃體混濁
(B) 會導致視力障礙
(C) 青光眼是造成白內障的原因
(D) 手術是有效的治療方法
10. 下列針對「精神官能症(Neurosis)」的敍述，何者是正確的？
(A) 是一群較嚴重的精神疾病
(B) 是一種單一的疾病
(C) 有時會將其視為神經衰弱
(D) 病徵只表現於單一的生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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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針對「狹心症的胸痛」的敍述，何者是錯誤的？
(A) 常放射至左手臂內側
(B) 不可能放射至上腹部
(C) 可能同時合併冒冷汗
(D) 休息可能對胸痛緩解没有幫助
12. 下列針對「肺膿瘍(Lung abscess)」的「病因或危險因子」的敍述，何者不
屬於「正常的咳嗽反射受損或被抑制者」？
(A) 酒精中毒
(B) 癲癇
(C) 口咽手術
(D) 糖尿病
13. 下列針對「B 型肝炎」的敍述，何者是正確的？
(A) 是由被排泄物污染的食物或飲水經口食入傳染
(B) 血清標記 B 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陽性代表 B 型肝炎帶原
(C) B 型肝炎病毒型態為 RNA
(D) 不會發展為肝硬化或肝癌
14. 下列針對「愛滋病」的敍述，何者是正確的？
(A) 是先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的俗稱
(B) 是感染人類乳突病毒的末期表現
(C) 「愛滋病帶原者」指已經有愛滋病症狀者
(D) 感染途徑包括血液傳染
15. 下列針對「腦出血(Cerebral hemorrhage)」的敍述，何者是正確的？
(A) 急性腦部血管栓塞
(B) 非腦中風疾病的一種
(C) 急性死亡率高
(D) 日後不易造成殘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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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列針對「腎絲球腎炎(Glomerulonephritis)」的敍述，何者是錯誤的？
(A) 指腎臟的腎絲球發生損傷和發炎
(B) 會影響腎臟的過濾功能
(C) 不會發生末期腎臟衰竭
(D) 原發性腎絲球病變可能與免疫機制有關
17. 下列針對「貧血(Anemia)」的敍述，何者是錯誤的？
(A) 是指血液中的紅血球細胞數目減少
(B) 是指血液中的血色素降低的狀態
(C) 台灣以缺鐵性貧血和海洋性貧血(Thalassemia)最常見
(D) 貧血的原因依據紅血球的大小可分為急性貧血、慢性貧血
18. 根據美國糖尿病協會 2010 年的建議：飯前血糖超過多少即符合糖尿病診
斷？
(A) 126 mg/dl
(B) 100 mg/dl
(C) 110 mg/dl
(D) 200 mg/dl
19. 「視盤至視交叉以前的視神經段的疾病」統稱為？
(A) 視網膜剝離
(B) 青光眼
(C) 白內障
(D) 視神經病變
20. 下列針對「器質性精神病」的敍述，何者是錯誤的？
(A) 酒精性精神病不屬於器質性精神病
(B) 腦組織創傷可為其原因
(C) 譫妄為常見的症狀
(D) 會出現妄想、幻聽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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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下列醫學術語(Medical disciplines)，何者是指「描述身體內巨觀結構(所
謂巨觀是指可以用肉眼看得到的) 的研究」？
(A) 組織學(Histology)
(B) 解剖學(Anatomy)
(C) 微生物學(Microbiology)
(D) 生物化學(Biochemistry)
22. 下列瓣膜何者位於「左心房與左心室之間」？
(A) 三尖瓣(Tricuspid valve)
(B) 肺動脈瓣(Pulmonary valve)
(C) 二尖瓣(Bicuspid valve)
(D) 主動脈瓣(Aortic valve)
23. 「對缺氧最敏感的細胞」是下列何者？
(A) 肌肉細胞
(B) 胃腸細胞
(C) 腎臟細胞
(D) 腦細胞
24. 食物經由下列何者離開胃部進入小腸？
(A) 賁門
(B) 幽門
(C) 迴盲瓣
(D) 肛門
25. 大腿的骨頭稱為？
(A) 髖骨
(B) 脛骨
(C) 肱骨
(D) 股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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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為存在於下列何項的神經組織？
(A) 腦部
(B) 脊髓外
(C) 神經節
(D) (A)、(B)、(C) 皆正確
27. 「紅血球生成素」是下列何臓器所分泌的荷爾蒙？
(A) 肺臟
(B) 心臟
(C) 肝臟
(D) 腎臟
28. 下列針對「荷爾蒙(Hormone)」的敍述，何者是錯誤的？
(A) 分泌荷爾蒙的體內腺體所形成的系統稱為免疫系統
(B) 荷爾蒙運作的重要原則是回饋機制(Feedback)
(C) 副甲狀腺素會調節血液中鈣離子濃度
(D) 甲狀腺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由腦下腺前葉所製造
29. 下列子宮壁的結構，何者會隨著荷爾蒙進行明顯的週期性變化？
(A) 腹膜(Peritoneum)
(B) 肌肉组織
(C) 子宮的黏膜內層
(D) 漿膜
30. 下列針對「睪丸」的敍述，何者是錯誤的？
(A) 可分泌睪固酮(Testosterone)
(B) 可以產生精子
(C) 胎兒時期的睪丸先位於腹腔內，但之後會往下移動
(D) 正常出生時會有一顆睪丸仍停留在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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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下列何者為「免疫系統細胞」？
(A) 紅血球
(B) 白血球
(C) 血小板
(D) 黃血球
32. 下列何者為「眼球的最內層」？
(A) 鞏膜
(B) 角膜
(C) 視網膜
(D) 脈絡膜
33. 下列皮膚構造何者「含有纖維母細胞，以及含有膠原纖維的細胞間質」？
(A) 表皮層
(B) 真皮層
(C) 皮下組織
(D) 筋膜層
34. 下列針對「良性腫瘤」的敍述，何者是錯誤的？
(A) 會侵襲周邊正常組織
(B) 不會產生轉移
(C) 細胞通常是分化良好的(Well differentiated)
(D) 子宮平滑肌瘤(Leiomyoma)為良性腫瘤
35. 下列何者不屬於「結締組織(Connective tissue)」？
(A) 軟骨
(B) 肌腱
(C) 韌帶
(D) 腺體表皮(Grandular epithe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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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感覺障礙依發生部位來區分，下列何者不屬於「周邊神經障礙」？
(A) 脊髓完全橫斷型
(B) 神經叢型
(C) 神經根型
(D) 多發性神經病變型
37. 「格拉斯哥氏昏迷量表(Glasgow coma scale) 」總分為幾分時，為意識狀
態正常？
(A) 18
(B) 15
(C) 7
(D) 3
38. 下列末稍性運動麻痺，何者會出現「垂腕(Wrist drop)」的姿態？
(A) 橈骨神經麻痺
(B) 尺骨神經麻痺
(C) 正中骨神經麻痺
(D) 總腓骨神經麻痺
39. 下列何者為「骨質疏鬆症」最常見的症狀？
(A) 腎結石
(B) 腸胃不適
(C) 異常血壓
(D) 骨折
40. 下列針對「子癇前症」(Pre-eclampsia)」的敍述，何者是錯誤的？
(A) 目前原因不明
(B) 可危急母體及胎兒性命
(C) 低血壓是主要三大症狀之一
(D) 嚴重時會引發子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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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複選題(每題二分，共計二十分，答錯不倒扣，全對才給分)
41. 下列針對「心電圖」的敍述，哪些是正確的？
(A) 狹心症發作時可看到病理性 Q 波(Pathological Q Wave)
(B) 慢性心肌缺血(缺氧)可看到 ST 節段下降(ST Depression)
(C) 平常時狹心症没有發作時心電圖可能正常
(D) 運動心電圖可偵測是否有潛在的心肌缺血
42. 「慢性支氣管炎的咳嗽」須符合下列哪些條件？
(A) 至少連續二年
(B) 每年至少有三個月
(C) 幾乎每天持續性地有痰和黏液的咳
(D) 且需先排除其他明確原因(如肺部惡性腫瘤)引起的咳嗽
43. 導致「肝炎(Hepatitis)」的原因包括？
(A) 酒精
(B) 脂肪肝
(C) 藥物
(D) 自體免疫疾病
44. 下列針對「椎間盤突出(Herniation of intervertebral disc)」的敍述，
哪些是正確的？
(A) 頸椎以 C5 - C6 發生率最多
(B) 腰椎以 L1– L2 發生率最多
(C) 年齡是影響頸椎退化的因素
(D) 腰椎椎間盤突出和肥胖無關
45. 下列針對「阿爾茲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的診斷敍述，哪些是
正確的？
(A) 診斷須符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DSM」失智症診斷標準
(B) 診斷過程中不需要排除精神疾病、藥物及酒或毒物造成的因素
(C) 經臨床失智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scale；CDR)評估達 0
分以上者
(D) 過程中常藉由血液檢查或影像檢查作為輔助，以排除如感染、腦腫
瘤等，可以積極治癒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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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下列「以解剖姿勢來描述身體各個部位的方向與相對位置」的敍述，哪些是
正確的？
(A) 胸部相對頸部位於上部(Superior)
(B) 頸子相對於肩膀位於中間(Medial)的位置
(C) 上臂相對於手掌位於身體的近端(Proximal)
(D) 皮膚相對於肌肉位於深層(Deep)
47. 下列哪些「骨」形成「踝關節」？
(A) 脛骨
(B) 腓骨
(C) 距骨
(D) 趾骨
48. 下列哪些為「惡性腫瘤」？
(A) 癌瘤(Carcinoma)
(B) 肉瘤(Sarcoma)
(C) 白血病(Leukemia)
(D) 非何杰金氏病(Non-Hodgkin’s lymphoma)
49. 下列針對「乳癌 TNM 分期」的敍述，哪些是正確的？
(A) TIS 為原位癌屬乳癌第 1 期
(B) N 代表是否影響牽連到局部淋巴結
(C) M 代表是否有遠處轉移
(D) T0 代表有原發腫瘤
50. 下列針對「腕隧道(Carpal tunnel)或腕隧道症候群(Carpal tunnel
syndrome)」的敍述，哪些是正確的？
(A) 腕隧道位於手腕的前面
(B) 屈肌支持帶(Flexor retinaculum)(又稱掌腕韌帶)形成腕隧道的底
部
(C) 腕隧道內含有手指屈肌的長條肌腱與正中神經
(D) 腕隧道症候群症狀包括手指的刺痛(Paraesth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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