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70-理賠醫務常識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104 年度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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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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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科測驗時間為 100 分鐘；遲到 15 分鐘到場者，不准應考；考試 30 分鐘
後始准離開考場，否則視同缺考。
二、 應考人憑身分證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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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置於桌角前方，以備核對，無身分證件或持
未附有照片的證件者，不得入場考試。
三、 應考人應依准考證上所載之場次及試場座號對號入座，每節考試座位不一
定相同，請詳閱試場公布之座次表，否則視同缺考。
四、 應考人之書籍文件應放置於試場前後方或指定場所，不得置於抽屜中、桌
椅下、座位旁或隨身攜帶，否則以違規論並以 0 分計算該堂測驗成績。
五、 各科考題皆為選擇題，請自備原子筆、2B 鉛筆、修正帶及橡皮擦應試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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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計算該堂測驗成績。
六、 測驗進行時，應考人禁止左顧右盼、使用電子通訊設備、交談等，企圖舞
弊之情事；並請將行動電話等相關電子通訊器材關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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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視同缺考。
八、 只繳回答案卡，若應考人需該堂考科考試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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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考人如有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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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以違規論並以 0 分計算該堂測驗成
績。
※天災注意事項：若遇非人為因素(如颱風)之事件，則依政府機關公布之停班停
課訊息為準，若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其中只要任
一市停班停課，則各區當次測驗隨之順延，當次測驗其他相關
事宜，請以學會網站公布之訊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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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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針對「高血壓症」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 在兩星期內分別量三次血壓，超過 140/90mmHg 以上，就可診
斷為高血壓
(B) 大部分的高血壓病人會出現頭暈、頭痛或頸部梗梗的感覺
(C) 衛生署及醫學界建議血壓應維持在 130/80mmHg 以下
(D) 85%的高血壓原因不明，15%的高血壓是有可能找到原因的
2. 下列針對「高血壓的併發症」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 腦中風
(B) 視網膜病變
(C) 肺心症
(D) 尿毒症
3. 先天性心臟病可分為發紺型心臟病與非發紺型心臟病。下列何者不屬
於「發紺型心臟病」？
(A) 法洛氏四合症
(B) 大血管轉位
(C) 肺動脈瓣閉鎖
(D) 肺動脈瓣狹窄
4. 下列針對「為一慢性炎症性、陣發性、可回復性的阻塞性呼吸道疾病，
特徵為下呼吸道，即氣管支氣管樹對多樣性的刺激產生異常過度反應」
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氣喘
(B) 慢性支氣管炎
(C) 支氣管擴張症
(D) 肺氣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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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肺栓塞是指肺血管(如肺動脈或其分支)被經由血液循環而來的栓子所
堵塞。造成肺栓塞的栓子種類很多，若屬脂肪栓子，則病因可為何骨
骨折？
(A) 脊椎骨
(B) 胸骨
(C) 橈骨
(D) 股骨
6. 在台灣造成「慢性胰臟炎」最常見的原因是何者？
(A) 膽石症
(B) 高三酸甘油酯血症
(C) 胰管異常或阻塞
(D) 酗酒
7. 目前已確知的肝炎病毒，有 A 型、B 型、C 型、D 型、E 型五種。下列
針對「病毒性肝炎」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 得過 A 型肝炎的患者，會產生終身免疫，不會再次感染，不會
變成慢性帶原
(B) 目前台灣每年有近萬人新發生肝癌，其中一半以上皆由 B 型肝
炎引起
(C) D 型肝炎病毒是一種缺陷性 RNA 病毒，它必需利用 C 型肝炎病
毒的外殼來複製
(D) E 型肝炎與 A 型肝炎類似，僅會急性發作而不致發展成為慢性
肝炎
8. 下列針對「骨髓炎」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 兒童的急性骨髓炎以長骨比較常見
(B) 大多數的急性化膿性骨髓炎，須靜脈注射抗生素持續 2 週以
上，才能得到較高的成功率
(C) 金黃色葡萄球菌是血行性骨髓炎最常見的病菌
(D) 成人的急性骨髓炎以脊椎最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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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針對「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 是一種急性、進行性、發炎性的疾病
(B) 是一種全身性自體免疫疾病
(C) 會造成關節損壞、變形，導致肢體畸形而殘障
(D) 可能會合併心臟病、腎臟病、血管炎和神經病變等全身性症狀
10. 下列針對「腦膜炎」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部分腦膜炎有季節的好發性
(B) 常見於老年人
(C) 致病因以細菌感染較為常見
(D) 血液的生化及微生物檢查是確診此症的關鍵，同時也是治療的
重要依據
11. 下列何者不是「重症肌無力」的併發症？
(A) 橫紋肌溶解症
(B) 胸腺腫瘤
(C) 其他自體免疫病症
(D) 甲狀腺疾病
12. 下列何者不是「泌尿系統結石」的併發症？
(A) 反覆泌尿道感染
(B) 腎盂腎炎
(C) 腎病症候群
(D) 尿毒症
13. 下列何者是預後最嚴重的「腎臟囊腫疾病」？
(A) 單純性腎囊腫
(B) 後天性腎囊腫
(C) 體染色體顯性多囊腎疾病
(D) 體染色體隱性多囊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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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慢性腎臟疾病分期，第四期腎臟疾病是指「腎絲球過濾率預測值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 ml/min/1.73 ㎡」
為何？
(A) ≧90
(B) 60~89
(C) 30~59
(D) 15~29
15. 血友病是因先天凝血因子缺損，而導致血液凝固障礙，造成傷口流血
不止或自發性出血的現象。血友病 A 或稱典型血友病是指何種凝血因
子缺損？
(A) 第八凝血因子
(B) 第九凝血因子
(C) 第十凝血因子
(D) 第十一凝血因子
16. 腦下垂體位於顱底蝶骨的蝶鞍內，分為前後兩葉。下列何者是後葉分
泌的激素？
(A) 生長激素
(B) 腎上腺刺激素
(C) 甲狀腺刺激素
(D) 抗利尿激素
17. 下列針對「乳漏症(Galactorrhea)」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 乳汁分泌主要與泌乳素有關，它是體內一種荷爾蒙，由腦下垂
體後葉所分泌
(B) 常見於 20~35 歲或曾生產過的女性
(C) 男性或小孩亦可發生
(D) 30%慢性腎衰竭病患泌乳素會升高
18. 糖尿病是造成「次發性高血脂症」之常見原因，下列何者是正確的？
(A) 三酸甘油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下降
(B) 三酸甘油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升高
(C) 三酸甘油酯下降、高密度脂蛋白升高
(D) 三酸甘油酯下降、高密度脂蛋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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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般而言，白內障無法由眼外直接觀察診斷，必須要靠視力表及下列
何者才能確定？
(A) 眼壓檢查
(B) 視野分析
(C) 隅角鏡檢查
(D) 裂隙燈檢查
20. 下列何者不是「視神經病變」的病因或危險因子？
(A) 青光眼
(B) 白內障
(C) 多發性硬化症
(D) 酒精中毒
21. 下列血液疾病，何者不是發燒之原因(病因) ？
(A) 缺鐵性貧血
(B) 溶血性貧血
(C) 惡性貧血
(D) 再生不良性貧血
22. 當纖維性食物攝取不足、運動量不夠，都可能會造成排便反射減弱，
引發便祕。請問它是屬於何種便秘？
(A) 醫源性便秘
(B) 直腸性便秘
(C) 弛緩性便秘
(D) 痙攣性便秘
23. 重度燒傷會造成黃疸，請問它是屬於何種黃疸？
(A) 外傷性黃疸
(B) 肝前性黃疸
(C) 肝細胞性黃疸
(D) 肝後性黃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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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列何者不會因「低蛋白血症」而導致濾出性腹水形成？
(A) 化膿性腹膜炎
(B) 肝硬化
(C) 腎臟症候群
(D) 營養不良
25. 下列何者不屬「腦幹」？
(A) 大腦
(B) 中腦
(C) 橋腦
(D) 延腦
26. 「格拉斯哥氏昏迷量表(Glasgow coma scale；GCS)」總分為 15 分，
滿分為正常，最少是幾分，表示深度昏迷？
(A)

0分

(B)

1分

(C)

2分

(D)

3分

27. 下列何者為中國人特有的癌症，好發於 30~50 歲的男性？
(A) 肝癌
(B) 口腔癌
(C) 鼻咽癌
(D) 胃癌
28. 會造成「上腔靜脈阻塞症候群」
、
「霍納氏症候群」及「副贅瘤氏症候
群」的癌症為
(A) 肺癌
(B) 肝癌
(C) 胃癌
(D) 結腸直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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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下列何者不是「風溼熱診斷標準(瓊司標準法則)」的主要表徵？
(A) 心臟炎
(B) 腎臟炎
(C) 多發性關節炎
(D) 舞蹈症
30. 由於國人營養普遍過盛，痛風已成為富貴病的指標。典型發作多由哪
一個關節開始？
(A) 大腳趾
(B) 足踝
(C) 手指
(D) 肘部
31. 下列針對「梅尼爾氏症的症狀」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 耳痛
(B) 耳鳴
(C) 眩暈
(D) 聽力障礙
32. 下列何者不是子癇前症最主要三大症狀？
(A) 水腫
(B) 尿蛋白
(C) 頭痛
(D) 高血壓
33. 細胞質內有多種胞器，在細胞內扮演著「發電機」角色的是下列何者？
(A) 細胞核
(B) 線粒體
(C) 溶小體
(D) 高基氏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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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體的動脈都是攜帶含氧血，然而唯一攜帶缺氧血的動脈是下列何
者？
(A) 主動脈
(B) 冠狀動脈
(C) 肺動脈
(D) 肝動脈
35. 下列心臟的瓣膜，何者位於「左心房與左心室之間」？
(A) 三尖瓣
(B) 肺動脈瓣
(C) 僧帽瓣(二尖瓣)
(D) 主動脈瓣
36. 口腔內有三對大型唾腺，它們合起來每天可以分泌一公升的唾液。最
大的一對唾腺是下列何者？
(A) 腮腺
(B) 舌下腺
(C) 下頷下腺
(D) 上頷下腺
37. 除了下列何者之外，大部分的小腸皆覆蓋著腸系膜，腸系膜附著在腹
腔的背部，血管與神經藉由腸系膜進入小腸？
(A) 十二指腸
(B) 空腸
(C) 迴腸
(D) 升結腸
38.「腕隧道症候群」的症狀包括手指的刺痛或是感覺麻木。請問腕隧道
內的何種神經受到壓迫而造成功能異常？
(A) 橈神經
(B) 尺神經
(C) 正中神經
(D) 肌皮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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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構成中樞神經系統的腦組織由稱為腦膜的三層膜狀物覆蓋著，從
最外層到最內層，依序為
(A) 硬腦膜→軟腦膜→蜘蛛膜
(B) 硬腦膜→蜘蛛膜→軟腦膜
(C) 蜘蛛膜→硬腦膜→軟腦膜
(D) 蜘蛛膜→軟腦膜→硬腦膜
40. 下列何者是體內最大的淋巴組織？
(A) 肝臟
(B) 脾臟
(C) 胸腺
(D) 扁桃腺

貳、 複選題(每題二分，共計二十分，答錯不倒扣，全對才給分)
41. 下列哪些是期外收縮(Ectopic Contraction)的病因或危險因子？
(A) 心臟病
(B) 甲狀腺功能亢進
(C) 藥物、菸、酒及咖啡
(D) 正常生理反應，例如情緒變化
42. 根據 1997 年美國風濕醫學會制定的診斷要件，必須同時或陸續符合
11 項診斷要件中至少四項，即可診斷為全身性紅斑性狼瘡。下列哪些
屬於 11 項診斷要件？
(A) 關節炎
(B) 漿膜炎
(C) 肝臟病變
(D) 腎臟病變
43. 下列針對「癲癇」的敘述，哪些是錯誤的？
(A) 癲癇發病是由於腦細胞過度放電所引起的現象
(B) 是一種常見的腦部神經系統急性疾病
(C) 癲癇病患首次的發作多在 30 歲以後
(D) 基本上以藥物治療為主，目前尚無法以外科手術治療
104 年度秋季測驗─理賠醫務常識

第 10 頁/共 12 頁

U70-理賠醫務常識

44. 下列哪些是「腎病症候群」的表徵？
(A) 蛋白尿
(B) 低白蛋白血症
(C) 全身性水腫
(D) 高脂血症和脂質尿
45.「免疫性血小板缺乏紫斑症」的病因未明，下列哪些是可能的原因？
(A) 細菌感染
(B) 抗癌化學藥物
(C) 紅斑性狼瘡
(D) 後天免疫不全症候群
46. 下列哪些內分泌疾病會造成消瘦症？
(A) 庫欣氏症
(B) 甲狀腺功能亢進
(C) 糖尿病
(D) 愛迪生氏病
47. 下列哪些是「肝硬化」的症狀？
(A) 手掌紅斑、停經、睪丸萎縮、乳房腫大
(B) 食道靜脈曲張、痔瘡
(C) 腹水、下肢水腫
(D) 腹壁、胸壁皮膚出現明顯蜘蛛狀血管瘤
48. 下列哪些疾病與感染到「A 群β型溶血性鏈球菌」有關？
(A) 風溼性心臟病
(B) 類風濕性關節炎
(C) 急性腎絲球腎炎
(D) 僵直性脊椎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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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大體內含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骨頭，下列哪些是屬於扁平骨？
(A) 脊椎骨
(B) 骨盆骨
(C) 頭骨
(D) 肋骨
50. 下列哪些屬於「中樞神經」？
(A) 腦部的神經組織
(B) 脊髓內的神經組織
(C) 腦神經
(D) 脊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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