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70-理賠醫務常識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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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執照、有效期間內之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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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不具記憶功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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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何者與缺血性心臟病無明確關係？
(A) 狹心症
(B) 心肌梗塞
(C) 冠狀動脈疾病
(D) 風濕性心臟病
2. 心臟血液是由以下何種血管所供應？
(A) 腹主動脈
(B) 肺動脈
(C) 冠狀動脈
(D) 股動脈
3. 常與毒品靜脈注射有關的疾病？
(A) 心內膜炎
(B) 二尖瓣逆流
(C) 三尖瓣狹窄
(D) 風溼性心臟病
4. 風溼性心臟病最常侵犯以下何處？
(A) 冠狀動脈
(B) 肺動脈
(C) 左心室
(D) 二尖瓣
5. 腦中風與以下何種心臟病最常有直接關係？
(A) 心房纖維性顫動
(B) 心室中膈缺損
(C) 心跳過速
(D) 心房中膈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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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陣發性心室上心跳過速(paroxysmal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病灶位於？
(A) 心房
(B) 心室
(C) 肺動脈
(D) 主動脈
7. 以下何者不是常見貧血原因？
(A) 維生素 B12 缺乏
(B) 葉酸缺乏
(C) 鐵缺乏
(D) 鋅缺乏
8. 有關再生不良性貧血(Aplastic Anemia)何者是錯的？
(A) 是骨髓造血機能異常所致
(B) 只有紅血球會減少
(C) 嚴重程度依血球減少多寡而定
(D) 嚴重貧血會造成心臟衰竭
9. 以下何者不屬於上肢骨頭？
(A) 橈骨
(B) 肱骨
(C) 尺骨
(D) 腓骨
10. 以下有關痛風何者不正確？
(A) 高尿酸血症的人一定會產生痛風症狀
(B) 第一次發作最常見於下肢大拇趾
(C) 常合併肥胖、高血壓、腎衰竭等
(D) 發生機率以中年男性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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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下何者不屬於跗骨？
(A) 蹠骨
(B) 跟骨
(C) 楔狀骨
(D) 距骨
12. 有關全身性紅斑性狼瘡何者不正確？
(A) 最常發生於年輕女性
(B) 是一種急性發炎性的全身自體免疫疾病
(C) 主因是免疫複合體沉積在各個器官導致的發炎所致
(D) 近年治療效果很好，存活率大為升高
13. 有關愛滋病何者是對的？
(A) 是先天免疫系統異常的疾病
(B) 是受到愛滋細菌感染所致
(C) 性行為、輸血及生產過程都是傳染的途徑
(D) 感染後，短時間內就會產生免疫功能破壞
14. 以下何種疾病與視神經萎縮而導致失明有直接關係？
(A) 白內障
(B) 近視
(C) 青光眼
(D) 結膜炎
15. 有關白內障的敘述，以下何者錯誤？
(A) 與糖尿病有關
(B) 與高度近視眼有關
(C) 與使用類固醇有關
(D) 是玻璃體病變
16. 以下眼睛結構的相關位置何者是對的(由前往後透視)？
(A) 水晶體-玻璃體-視網膜-角膜
(B) 角膜-水晶體-玻璃體-視網膜
(C) 玻璃體-角膜-水晶體-視網膜
(D) 視網膜-水晶體-玻璃體-角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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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下列何者不是造成「肝癌」的常見病因？
(A) A 型肝炎
(B) B 型肝炎
(C) C 型肝炎
(D) 酗酒
18. 下列關於甲狀腺的描述，何者為非？
(A) 甲狀腺機能亢進，可能產生心房顫動
(B) 正常情況下，體內甲狀腺激素太高時，腦下垂體會減少甲狀腺
刺激素(TSH)的分泌
(C) 兒童甲狀腺功能低下可能造成呆小症
(D) 嚴重甲狀腺功能低下可能引起甲狀腺風暴(Thyroid storm)
19. 下列何者不是急性胰臟炎的常見原因？
(A) 胃食道逆流
(B) 膽石症
(C) 酒精
(D) 高三酸甘油脂血症
20. 下列何者不是 α-胎兒白蛋白（α-Fetoprotein,AFP）上升的常見原
因？
(A) 懷孕
(B) 肝炎發作
(C) 十二指腸潰瘍
(D) 肝癌
21. 下列關於 B 型肝炎的描述，何者為非？
(A) 垂直感染為台灣慢性 B 型肝炎的主要感染途徑
(B) 台灣 30 歲以下年輕人之 B 肝帶原率約占人口中的 15~20%
(C) 慢性 B 型肝炎可以注射干擾素或口服抗病毒藥物治療
(D) 台灣的肝癌，一半以上皆由 B 型肝炎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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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美國糖尿病協會 2010 年的建議標準，下列何者不是糖尿病的診斷依
據？
(A) 飯前血糖超過 126mg/dl
(B) 糖化血色素(HbA1c)超過 6.5%
(C) 小便出現尿糖
(D) 葡萄糖耐力試驗兩小時之血糖超過 200m g/dl
23. 下列關於高血脂症的描述，何者為非？
(A) 三酸甘油酯(TG)>500mg/dl 符合降血脂藥物治療條件
(B) 總膽固醇(TC)≧200 mg/dl 可稱為高膽固醇血症
(C) 體內膽固醇大部分由肝細胞合成，少部分才攝取自食物
(D) 糖尿病可致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濃度上升
24. 下列關於膽囊疾病的描述，何者為非？
(A) 肥胖是造成膽結石的危險因子之一
(B) 膽囊炎易造成左上腹痛，尤其壓痛
(C) 大多數的膽囊炎與膽結石有相關
(D) 大多數的膽結石沒有症狀
25. 下列針對「神經系統」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 中樞神經系統定義為存在於腦部與脊髓內的神經組織
(B) 周邊神經系統定義為存在於腦部與脊髓以外的神經組織
(C) 腦神經有 12 對，脊神經有 31 對
(D) 脊髓終止於腰椎第五節的高度
26. 下列針對「阿爾茲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的敘述，何者
是錯誤的？
(A) 阿爾茲海默氏症是失智症的一種，也是導致失智症中最多的
一群
(B) 阿爾茲海默氏症導因於腦神經細胞退化
(C) 阿爾茲海默氏症診斷一般以臨床症狀判斷為主，但必需排除
如感染、腦腫瘤、內分泌異常、維生素缺乏、外傷腦病、中
毒、精神障礙等，可以積極治癒的疾病
(D) 此症不會影響罹病率、死亡率，也不會造成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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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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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引發坐骨神經痛最多的原因是腰椎椎間盤軟骨突出病變。下列何者不
是造成腰椎椎間盤軟骨突出病變的原因？
(A) 外傷
(B) 姿勢不良
(C) 憂鬱症
(D) 自然退化
29. 下列針對「水腦症(Hydrocephalus)」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 腦脊髓液來源自腦室壁脈絡叢的分泌
(B) 當腦脊髓液整個流通過程中有任何不暢通，或是異常分泌過多
時，就會造成腦脊髓液的不正常滯留、積聚，久而久之便會使
得腦壓增高，腦室擴大，進而會造成神經功能異常的狀態，這
就是水腦症
(C) 先天因素是造成水腦症的唯一原因
(D) 水腦症是可以治療的，一般以外科手術治療為主。手術後腦脊
髓液引流管發生阻塞時有所見，因此定期醫療回診追蹤是必須
的
30. 下列針對「腦瘤(Brain tumor)」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 由於腦部的特殊性，任何長於腦部的腫瘤皆會對正常腦部造成
壓迫，繼而形成相關之神經功能障礙
(B) 原發性惡性腦瘤在任何年齡皆會發生，但通常有兩個好發期，
一是兒童期，一是50歲以上的成年人
(C) 成人原發性惡性腦瘤多好發於後顱窩，其中以惡性膠質細胞瘤
為最常見
(D) 在兒童的癌病當中，原發性惡性腦瘤佔第二位，僅次於血液癌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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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下列何者不是「腦出血(Cerebral Hemorrhage)」的併發症？
(A) 癲癇
(B) 失語症
(C) 自體免疫病症
(D) 肺炎
32. 下列針對「酒精或藥物濫用成癮（Alcoholism、Drug Abuse）
」的敘
述，何者是錯誤的？
(A) 此種成癮者，久而久之，會造成行為的異常及生理上的異常。
一旦突然停用酒精或藥毒物，常會發生一些戒斷症狀，如焦慮、
憂鬱、沮喪、激躁不安、睡眠障礙、抽筋、失憶、神經異常等
(B) 有精神障礙問題者，是此類病症的高危風險人群
(C) 此症易戒斷，治療容易，且不易復發，因此較不會造成失能
(D) 此症易造成意外事故、身體外傷及身體多器官病變，同時發
生精神疾病，性傳染病的機率也較大
33. 下列針對「氣喘 (Asthma)」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 可出現於任何年齡
(B) 為肺腺泡（Pulmonary acinus）對多樣性的刺激產生異常過度
反應
(C) 氣喘發作時，呼吸可能會發出喘鳴聲 (Wheezing）
(D) 肺功能檢查或併支氣管激發試驗可用於診斷氣喘
34. 下列針對「子宮內膜異位症（Endometriosis）」的敘述，何者是錯誤
的？
(A) 為慢性骨盆腔疼痛的原因之一
(B) 指子宮內膜的組織結構出現於子宮內膜腔外或侵入子宮肌層中
(C) 對於無懷孕需求的嚴重症狀者，可採取子宮併兩側卵巢、輸卵
管切除
(D) 非導致不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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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下列有關「肺膿瘍 (Lung Abscess) 的治療」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 抗生素治療為主
(B) 支氣管鏡可協助排膿或引流
(C) 需合併放射治療
(D) 外科手術也可列入考慮
36. 下列有關「腎功能不全 (Renal insufficiency) 的治療」敘述，何
者是錯誤的？
(A) 治療急性腎功能不全者，應儘速將致病原因矯正
(B) 透析治療不會使用於急性腎功能不全者
(C) 飲食及藥物治療可用於慢性腎功能不全者
(D) 末期慢性腎臟疾病階段，尚需考慮腎臟替代療法
37. 下列針對「鼻竇 (The sinus)」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 是顱骨內含有空氣的空腔
(B) 在聲音共嗚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C) 人體有四對鼻竇
(D) 上頷竇 (Maxillary sinus) 是最大的鼻竇
38. 下列針對「良性攝護腺肥大 (Benign prostatic hypertrophy)」的
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 大多數年紀較大的男性中相當常見的症狀
(B) 會壓迫輸尿管而導致尿流的部分阻塞
(C) 攝護腺癌膀胱症狀可能與良性攝護腺肥大一樣
(D) 治療方式包括藥物或手術治療
39. 下列針對「鼻咽癌 (Nasopharyngeal cancer)」的敘述，何者是錯誤
的？
(A) 發生時可能會有耳、鼻及腦部症狀
(B) 與EB病毒 (Epstein Barr virus) 有關
(C) 可以鼻咽內視鏡檢查
(D) 不屬於放射敏感的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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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下列針對「單純性腎囊腫 (Simple renal cysts)」的敘述，何者是
錯誤的？
(A) 為最常見的腎臟囊腫疾病
(B) 屬腎臟惡性腫瘤之一
(C) 有症狀者可採「腹腔鏡腎囊腫去頂手術」
(D) 病因尚不明確

貳、 複選題(每題二分，共計二十分，答錯不倒扣，全對才
給分)
41. 以下何種疾病發作時會造成關節炎？
(A) 痛風
(B) 類風溼性關節炎
(C) 全身性紅斑性狼瘡
(D) 牛皮癬
42. 以下何者是構成關節的一部分？
(A) 軟骨
(B) 關節液
(C) 滑膜
(D) 韌帶
43. 以下何種疾病造成的高血壓，以手術或藥物治療成功後，高血壓即可
痊癒？
(A) 原發性高血壓
(B) 甲狀腺功能亢進
(C) 腎上腺功能亢進
(D) 主動脈窄縮
44. 以下有關地中海型貧血(Thalassemia)何者正確？
(A) 是體染色體顯性遺傳疾病
(B) 台灣以甲型(α型)最多
(C) 是單一基因遺傳性疾病
(D) 嚴重者於胎兒時期即會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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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下列關於第1型和第2型糖尿病的描述，何者為非？
(A) 第1型主要發生在小孩子及年輕人
(B) 第2型病人通常較肥胖
(C) 第1型只能用口服降血糖藥治療
(D) 第2型在年輕人的發生率近年逐漸減少
46. 下列哪些是「消化性潰瘍」的可能病因或危險因子？
(A) 服用制酸劑
(B) 幽門螺旋桿菌感染
(C) 服用阿斯匹靈等非類固醇抗發炎藥物
(D) 飲酒過量
47. 下列針對「精神病（Psychosis）」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精神病是一群精神異常病症的總稱，包括思覺失調症、妄想症
、情感性精神病（憂鬱症、躁鬱症）、器質性精神疾病等
(B) 精神病人對於自己的異常狀態非常瞭解，常會主動尋求醫療或
他人的幫助
(C) 自殺是憂鬱症、躁鬱症的最大問題
(D) 「器質性精神病」是腦部因疾病，藥物、酒精、創傷、代謝異
常等，造成腦組織病變，所引起的腦部功能障礙
48. 下列針對「癲癇(Epilepsy)」的敍述，何者是正確的？
(A) 發病是由於腦細胞過度放電所引起的現象
(B) 為精神疾病的一種
(C) 最嚴重的發作稱為癲癇重積狀態
(D) 30 歲以後首次發病，應注意是否有腦瘤、腦部感染、腦中風
的可能
49. 呼吸系統包含下列哪些構造或器官？
(A) 鼻腔
(B) 喉部
(C) 支氣管
(D) 腎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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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下列哪些屬於腎衰竭的特徵？
(A) 血液內電解質濃度保持平衡
(B) 體液與電解質堆積在體內
(C) 血液中有毒物質的濃度升高
(D) 紅血球生成素的生產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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