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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除准考證、應考文具及一般手錶外；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及其他物品均
須放在臨時置物區。
二、請務必確認行動電話已取出電池或關機，行動電話及手錶的鬧鈴功能必須
關閉。
三、就座後，不可擅自離開座位或與其他考生交談。
四、坐定後，雙手離開桌面，確認座位號碼、答案卡號碼與准考證號碼相同，
以及抽屜中、桌椅下或座位旁均無非考試必需用品。如有任何問題，請立
即舉手反應。
五、考試開始鈴響前，不得翻閱試題本或作答。
六、考試全程不得吃東西、喝水及嚼食口香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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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每題答錯倒扣 0.7 分，不作答不計分。
三、答題依題號順序劃記在答案卡上，寫在試題本上無效；答案卡限用 2B 鉛
筆劃記，若未按規定劃記，致電腦無法讀取者，考生自行負責。
四、試題本必須與答案卡一併繳回，不得攜出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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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各組「」內文字，皆實指顏色的選項是：
(A) 「黃」髮垂髫／白旄「黃」鉞
(B) 面紅耳「赤」／「赤」貧如洗
(C) 「素」昧平生／甘之若「素」
(D) 「白」紙黑字／平「白」無故
2. 甲.「凝視她的表情，猶似面對一□平靜無波的池水。我從不放棄與她說話，直到她回應一
個不具任何意義的語言。」(陳芳明〈奔流入海〉)
乙.「波外翁給我的印象，身短、頭大，疏疏的長鬚，言語舉止，一□老輩風貌。」(臺靜農
〈記波外翁〉)
丙.「日子一久，也就把這事給忘了：牛魔王也好，鬼推磨也好，隨它去吧，只要我一□酣
然，不知東方之既白。」(余光中〈牛蛙記〉)
丁. 「一□親戚朋友被你逗得哈哈大笑的時候，往往只有我敢挑戰你：如果是無醫，幹麼還
要坐救護車？」(劉梓潔〈父後七日〉)
以上文句，□內依序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B) 泓、派、枕、干
(A) 片、樣、生、群
(C) 池、款、杯、屋
(D) 抹、襲、頓、厝
3. 下列沒有錯字的選項是：
(A) 只要能持之以恆、憤鬥不懈，相信人人都有成功的一天
(B) 他仗著父親的勢力，在外行為相當囂張拔扈
(C) 林老師為人正直坦蕩，氣度寬大恢宏，真有君子風範
(D) 城市裡充斥著刮噪的噪音，折磨著人們的耳膜
4. 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前後字形相同的選項是：
(A) 寸草春「ㄏㄨㄟ」／指「ㄏㄨㄟ」若定
(B) 不「ㄎㄢ」一擊／「ㄎㄢ」測化石
(C) 琴聲「ㄧㄡ」揚／環境「ㄧㄡ」渥
(D) 名聞「ㄒㄧㄚˊ」邇／龜鶴「ㄒㄧㄚˊ」齡
5. 「歌手張惠妹的歌藝精湛，唱起情歌纏綿□惻、動人心□，難怪能廣受大眾喜愛，不僅唱片
銷售成績□然，更因此成為□聲國際，家喻戶曉的歌唱天后。」上段文字，□內依序最適合
填入的選項是：
(A) 悱／匪／緋／斐 (B) 菲／扉／裴／緋 (C) 緋／斐／悱／誹 (D) 悱／扉／斐／蜚
6. 下列「 」成語，沒有錯字的選項是:
(A) 這篇報導揭露了社會上「爾餘我詐」的事情，令人心生警惕
(B) 父親是我們家的「中流砥柱」
，他像大樹般，庇廕了這個家
(C) 小朋友捐給災民的錢雖然不多，卻是「千里鴉毛」
，愛心感動人
(D) 他已經失業半年，如今「軟囊羞澀」
，生活困窘
7. 下列「 」內的詞語，那個選項的意思與其他不同？
(A)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
(B) 玉賢這個「酷」吏實在令人可恨
「酷」似郎之亡子
(C) 歌者之貌，
(D) 雖讀儒書，卻又「酷」好佛典，敬重釋門
本試題（含封面）共 10 頁：第 2 頁

107 學年度私立醫學校院聯合招考轉學生考試
國文科試題
8. 下列文句，最精簡正確的選項是：
(A) 他倆是莫逆之交，每回見面聊起來話不投機半句多
(B) 看媽媽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樣，原來是正掛心惦記著去露營的弟弟
(C) 經過大師的一番仔細精雕細琢，終於完成了這件巧奪天工的藝術品
(D) 他說話時理直氣壯，但內容似是而非，讓人啼笑皆非
9. 下列文句「」內之成語，最不恰當的選項是：
(A) 這本新書裝幀真是「美輪美奐」
(B) 再不好好讀書，你就「胸無點墨」
(C) 韓國天團來訪，使得西門町「萬人空巷」
(D) 王老爺年事已高、久病纏身，可謂「日薄西山」
10. 下列文句「」內之成詞，最不恰當的選項是：
(A) 你對這種喪盡天良的人講仁義道德，豈不是「方枘圓鑿」
，白費心機嗎
(B) 在我窮困潦倒的時候，常常在想天下之大，難道沒有我「立錐之地」
(C) 李經理成功的秘訣，就是時時「反覆無常」
，不斷檢討自己的失誤
(D) 唐代雖有不少著名詩人，但恐怕只有杜甫能和李白「分庭抗禮」
11. 以下詩句與所詠人物，敘述有誤的選項是：
(A)
(B)
(C)
(D)

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賈誼
雲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煙：蘇武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班超
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劉備

12. 「□首是瞻、□尾續貂、沐□而冠、為□作倀」
，以上□依序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A) 牛、馬、豬、蛇

(B) 馬、狗、猴、虎

(C) 馬、鼠、羊、牛

(D) 牛、虎、馬、鼠

13. 「謹詹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假吉兆大酒樓北平廳，為長男
涓生與周偉帆次女子君小姐舉行結婚典禮，敬備□□，恭請 闔第光臨。」□□內最合於傳
統禮節的選項是：
(A) 薄酌

(B) 大餐

(C) 華筵

(D) 驚喜

14. 所謂「外來語」，又稱「借詞」，係從別種語言借用之辭彙。中文之「外來語」，以外語音譯
或日製漢語二種為多。下列選項所摘文句，何者未使用外語音譯的「外來語」？
(A) 那時燭也點了，水仙正香，兔燈、走馬燈都點起來，爐火又是融融照人顏色
(B) 遲緩的車行中，退了冰的可樂瓶慢慢凝出一行行眼淚，哭在我的牛仔褲上，染深舊藍
色的布面
(C) 這原是溫柔可愛的，只是當中隔了多少年的慢慢的死與腐爛，使我們對於她那些過了
時的邏輯起了反感
(D) 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馬路邊的電光燈下，閣閣的走得很起勁，但鼻尖也閃爍著一點油
汗，在證明她是初學的時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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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出版社為了推廣古書閱讀，為每一本古籍標註了淺顯易懂的副標題，下列副標題最不適當的
選項是：
(A) 《英雄本色—水滸傳》
(B) 《歷史的長城—史記》
(C) 《上流社會禮儀—爾雅》
(D) 《人鬼情—牡丹亭》
16. 「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最適
合指哪一部經書的教化作用？
(A) 《詩經》
(B) 《尚書》

(C) 《易經》

(D) 《論語》

17. 下列有關中國古代時間概念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干支記年，一個「甲子」為五十年
(B) 「更」為古代表示夜間計時的用語，並將一夜分為五更
(C) 十二時辰之「寅時」
，即凌晨一時至三時
「朔」是每月十五
(D) 「望」是農曆每月初一，
18. 古典章回小說的回目多用對偶的聯語，如《三國演義》第四十八回「宴長江曹操賦詩／鎖戰
船北軍用武」。依對偶來判斷，《紅樓夢》某回目之上聯「西廂記妙詞通戲語」，則下聯最正
確的選項是：
(A)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C)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B)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D) 牡丹亭豔曲警芳心

19. 下列「」內詞語與其指稱身分的對應，最正確的選項是：
(A) 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主人
(B)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道士
(C) 顧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食客
(D) 雍也，可使「南面」
：儒生
20. 某公司開發了一款手機遊戲，結合中華傳統文化，打造一個奇山大川的虛擬世界，並出現如
人頭蛇身、九尾妖狐，以及諸多怪魚異鳥、魔獸神畜的特殊生物。遊戲策畫者最可能由何本
古籍，以取得靈感？
(A) 《山海經》

(B) 《水經注》

(C) 《天工開物》

(D) 《聊齋志異》

21. 「若你有春天／鎖不鎖得住東風／若你有桃花／染不染得紅半壁的天涯／百代下／若你在
銅雀遇到二喬／且問她／若三月的東風不來／妳嫁是不嫁？」依詩意最可能取材自哪一部作
品？
(A) 《西廂記》

(B) 《金瓶梅》

(C) 《紅樓夢》

(D) 《三國演義》

22. 若曦如果想寫信給【甲】劉邦／呂后；
【乙】曹丕／曹植；
【丙】蘇洵／蘇軾。依序於書信中
應使用的敬稱術語是：
(A) 賢伉儷／賢喬梓／賢昆仲
(B) 賢昆玉／賢伉儷／賢喬梓
(C) 賢伉儷／賢昆仲／賢喬梓
(D) 賢喬梓／賢昆玉／賢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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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列「 」內題辭使用，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彤管流芳」用於祝賀音樂展演
(C) 「熊夢徵祥」用於祝賀長官升遷

(B) 「功著杏林」用於祝賀老師退休
(D) 「陶朱風高」用於祝賀商界開幕

24. 下列有關應用文書使用之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書信中的「大鑒」
、
「惠鑒」
、
「知悉」
、
「左右」皆是請求平輩受信人閱覽箋文的提稱語
(B) 柬帖用語「敬備桃樽」係指恭敬地準備嬰孩出生後滿月宴客的酒席
(C) 公文「函」的結構採用「主旨」
、
「說明」
、
「辦法」三段式，而且缺一不可
(D) 「術精岐黃」
、
「仁心仁術」皆可作為醫院開業的題辭
25. 「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樑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
弗去。」關於上文的內容，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韓娥因歌聲不佳而得到假貨
(B) 韓娥在雍門以賣唱換取食物
(D) 韓娥連唱三日，人們還不讓她離去
(C) 韓娥因窮困，所以常以喝粥度日
26. 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棋子落燈花。」詩中主
角正在等待月亮東出
(B) 「階下兒童仰面時，清明妝點最堪宜。游絲一斷渾無力，莫向東風怨別離。」該則燈
謎的答案是牧童
(C)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是寫
漢武帝皇后陳阿嬌的故事
(D) 「入瓶過十日，愁落幸開遲。不借春風發，全無夜雨欺。香來清淨裡，韻在寂寥時。
絕勝山中樹，遊人或未知。」作者歌詠的是鯉魚
27. 下列曲文中，何者同時運用了視覺與聽覺的意象，形成「有聲有色」的效果：
(A) 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
(B) 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
(C) 秋蟬兒噪罷寒蛩兒叫，淅零零細雨灑芭蕉
(D) 江上晚來堪畫處，釣魚人一蓑歸去
28. 「浮香繞曲岸，圓影覆華池。常恐秋風早，飄零君不知。」詩人所詠的對象最可能是:
(A) 梅
(B) 荷
(C) 菊
(D) 蘭
29.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世說新語‧賞譽》)
閱讀上文，敘述錯誤的選項是：
(A) 陳仲舉以讚歎的語氣說出這句話
(B) 「真治國之器」是指能治理國家的賢才
(C) 句中所謂的「干將」意謂善於用兵打仗的將領
(D) 周子居的才能為陳仲舉所賞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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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杜牧〈阿
房宮賦〉)
關於上文敘述最為正確的選項是：
(A) 勉人應以歷史為鑑，不重蹈覆轍
(B) 秦人不愛天下人，因此自取滅亡
(C) 秦君暴橫殘忍，令後人不勝唏噓

(D) 後人將秦史保留於典籍，以為借鏡

31. 「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李益〈江南曲〉)
關於上文敘述，最不正確的選項是；
(A) 瞿塘賈不會弄潮，耽誤了夫人的時間
(B) 詩中的商人婦獨守空閨
(C) 詩中運用潮信有期，隱喻商人屢屢失信
(D) 婦人後悔嫁作商人婦
32. 子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意即：
(A) 君子生病而死，名聲終究消散於天地之間
(B) 君子懼怕的是無為善之實，以致名不符實
(C) 君子討厭一輩子都在追求名聲的人
(D) 君子應該默默行善，勿追求名聲
33. 「一萬匹飄著白鬣的藍馬╱呼嘯著，疾奔過我的腳下╱這匹銜著那匹的尾巴╱直奔向冥冥，
寞寞的天涯」根據詩意，此詩所吟詠的事物最有可能是：
(A) 雨滴
(B) 雲朵
(C) 山巒
(D) 海浪
34. 「讓你底乾枯柔柔的／在我裡面展開、舒散／讓我底浸潤／舒展你的容顏／我必須熱，甚至
沸／彼此才能相溶」
。該詩中的「你」最可能是：
(A) 茶葉
(B) 沉香
(C) 冰糖
(D) 巧克力
35. 下列現代詩的題材均取自於古典文學人物的說明，敘述最不正確的選項是：
(A) 「風靜了，我是／默默的雪。他在／敗葦間穿行，好落寞的／神色，這人一朝是／東
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如今行船悄悄／向梁山落草／山是憂戚的樣子」取自於《水滸傳》
人物林沖。
(B) 「水深及膝／淹腹／一寸寸漫至喉嚨／浮在河面上的兩隻眼睛／仍炯炯然／望向一條
青石小徑／兩耳傾聽裙帶撫過薊草的窸窣 日日／月月／千百次升降於我脹大的體
內／石柱上蒼苔歷歷／臂上長滿了牡蠣／髮，在激流中盤纏如一窩水蛇／緊抱橋墩／
我在千噚之下等你／水來我在水中等你／火來／我在灰燼中等你」取自於《莊子》人
物尾生。
(C) 「官人，我倆幾生修到／未得共枕／卻已同舟／在生命展示的未來風雨中互相護持／
可是我底靈光／卻早在一剎中意識到／有一個如此的端午／有一些菖蒲與艾草／有
一杯雄黃酒／我一生的修持／就毀在你堅持的真相」取自於《白蛇傳》人物白娘子。
(D) 「為什麼要苦苦去挽救黃昏呢？／那只是落日的背影／也不必吸盡大澤與長河／那只
是落日的倒影／與其窮追蒼茫的暮景／埋沒在紫靄的冷燼／何不回身揮杖／迎面奔
向新綻的旭陽／探千辮之光的蕊心？」取自於《西遊記》人物孫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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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閱讀下文後作答:
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
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
六。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顧炎武〈與
友人論學書〉)
下列何者不是上文強調的道理？
(A) 為學應該博訪周諮
(C) 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必一無所見

(B) 求學有如逆水行舟
(D) 讀書人要心無旁騖

37. 閱讀下文後作答: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妻適市來，曾子欲捕彘
殺之，妻止之曰：
「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
「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
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
烹彘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下列哪個選項最能表達上文所要強調的觀念？
(A) 父母應該隨興教育孩子
(B) 對孩子的口腹之慾，父母可以不理會
(C) 父母對孩子應該以身作則，信守承諾
(D) 父母教導孩子應該寓教於樂
38. 閱讀下文後作答:
夏王使羿射于方尺之皮，徑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之，中，則賞子以萬金之費；不中，
則削子以千邑之地。」羿容無定色，氣戰于胸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不中。
夏王謂傅彌仁曰：
「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的者，何也？」傅彌仁曰：
「若
羿也，喜懼為之災，萬金為之患矣。人能遺其喜懼，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皆不愧於羿矣 。」
(《說苑‧后羿射箭》)
下列哪個選項最能表達上文的意旨？
(A)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C) 百步穿楊，箭無虛發

(B) 患得患失，難以成功
(D) 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

39. 閱讀下文後作答: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
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
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依據上文，敘述最為正確的選項是：
(A) 扁鵲生氣拿石頭丟秦武王
(B) 秦武王左右認為扁鵲不擅長看耳目之病
(C) 秦武王不給扁鵲治療疾病，終將亡國
(D) 武王應該與知之者謀，不應聽信不知者的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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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閱讀下文後作答
肺病的特徵是慢吞吞的，使人有病的感覺而不一定時時有死的恐怖。病的感覺，便是覺得
自己更嬌貴了，動彈不得，享受卻少不得。沒有死的恐怖，便得為將來生存下去打算，生
存下去便少不得享受，享受便少不得錢，於是少爺口裏咽著十全大補膏，胸裏打著金錢算
盤。(蘇青〈聽肺病少年談話記〉)
下列敘述最為正確的選項是：
(A) 治療肺病所費不貲
(C) 十全大補膏是治療肝病良藥

(B) 罹患肺病使人更渴望享受
(D) 肺病患者對急切的死亡預兆感到驚恐

41. 閱讀下文後作答
《105 年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統計電子書》
：
「105 年惡性腫瘤之全民健保就診人數為 642631
人，為當年死亡數之 13.46 倍，每十萬人口就診率為 2733 人，男性為 2572 人，女性為 2892
人；就診率隨年齡成長而上升，以 65 歲以上者之 9081 人為最高。若以戶籍所在地觀察，
每十萬人口就診率最高者為嘉義縣之 3430 人；最低者為新竹縣之 2146 人。惡性腫瘤之平
均每人健保醫療費用為 93126 點，其前三高之縣市依序為花蓮縣、臺東縣與南投縣。」
下列何者正確？
(A) 惡性腫瘤患者年齡越高，就診率越高
(B) 本調查說明女性較男性更易罹患惡性腫瘤
(C) 105 年全臺灣罹患惡性腫瘤之國民有 642631 人
(D) 花蓮縣、臺東縣與南投縣罹患惡性腫瘤之國民所佔比例最高
42. 閱讀下文後作答
父親自己開方，用的是溫補之藥。母親認為此番的病是考試時服了西藥，把瘧疾遏止，餘
勢未消之故。母親爭辯說：
「我沒學過醫，可是常聽爸爸說，瘧疾宜表不宜遏。」父親卻相
信奎寧治瘧並不是什麼遏止。母親見父親不聽，便寫了幾封信，請外祖父的門生(包括姚圯
塘)來給父親會診。來了七、八個人，倒有一大半是和母親的看法大致相同。姚醫生的看法
卻和我父親差不多。最後，取了折中辦法，仍用原方，加一二味表藥。服了三、四帖，不
見壞，也不見好。父親還是天天氣來，只是覺得容易疲勞而已。漸漸地，母親也不那麼焦
急了，覺得這不是急病，拖個把月，慢慢打聽有什麼神醫，大概不會誤事。(茅盾〈父親的
三年之病〉)
下列選項何者最為正確：
(A)
(B)
(C)
(D)

父親的門生中，以姚醫生之醫術最為高明
因服藥未見成效，作者的母親便不再理會父親病情
「瘧疾宜表不宜遏」
，可類比為治水時疏通勝於圍堵
作者的外祖父否定中醫、母親支持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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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閱讀下文後作答
似乎每一種生物都想改變命運，衝破牢籠。而他，畫家，但把每一種生物釘死在畫布上，
使它們永世不得輪迴。畫布其實是一座監獄，由他把花和鳥以及什麼關進去。他厭惡這樣
的工作。心一橫，把各種顏料淋漓盡致的澆到畫布上去，一罐紅、一罐藍，以及一罐又一
罐什麼。然後，他在畫布的背面寫下這幅畫的名字：□□。
最適合此畫作命名選項是：
(A) 遺忘

(B) 禁錮

(C) 釋放

(D) 彩色

44-45 為題組，閱讀下文後作答
阿鴻失業多時，到廟裡求籤問事業，以下是他求到的籤詩：
「靈雞漸漸見分明，凡事且看子丑寅。雲開月出照天下，郎君即便見太平。」
44. 請問籤詩所要表達的意涵，與下列選項之意最為相近？
(A) 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
(B)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C)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D)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45. 如果籤詩中「子、丑、寅」是年份的指示，那麼阿鴻最有可能在哪一年找到工作？
(A) 鼠年
(B) 龍年
(C) 馬年
(D) 豬年
46-47 為題組，閱讀下文後作答
二十世紀的不斷革命，犧牲了中國二、三千年累積下來無數的精神資本。我個人認為：現
代中國在精神資本方面的貧困，遠超過在物質方面的匱乏。儒家講修齊治平，事實上，
「修
齊」便是先由個人內在修養作起，
「治平」則是個人道德的延伸；以現代意義來說，即為公
私領域的畫分。這是儒家的一個理想，但無法在現代社會實現。即好的政治是一個好的道
德的延伸。所以，我們如要改造中國傳統，似應先從公私領域畫分清楚開始。個人道德不
能直接轉化為合理的政治，因為其中有如何建立制度的問題，我們不可能從「家」一步跳
到「國」的層次。但是健全的個人才能逐漸導向政治的合理化，則是我所深信不疑的。(余
英時〈中國近代個人觀的改變〉)
46. 儒家從「修齊」到「治平」的延伸，有何主要問題？
(A) 先私後公，以平天下為中心
(B) 沒有劃分公私領域的差別
(C) 個人道德為本，治平為末
47. 為何個人道德不能直接轉化為合理的政治？
(A) 因為人擺脫不了私心自用
(C) 個人道德無法直接建立制度

(D) 太過輕視物質的匱乏

(B) 道德不具有普遍性
(D) 未必人人都能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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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0 為題組，閱讀下文後作答
您也曾面對侵入性的檢查或治療，卻因過程中可能遭遇的痛楚及焦慮而裹足不前嗎？近來
坊間常見「舒眠」一詞，其所使用藥品為丙泊酚（Propofol）……。丙泊酚製劑為具醫療用
途之麻醉劑，以靜脈注射方式用於全身麻醉，或於使用人工呼吸器病患、局部外科手術和
侵入性檢查作為鎮靜使用，外觀呈現乳白色，俗稱「牛奶針」
。丙泊酚須由受過麻醉或加護
照顧訓練的醫師給藥，不應由執行病人診斷或手術處置之人給藥。應持續監視病人情況，
且需隨時有維持呼吸道暢通，人工換氣、充分供氧及其他復甦設施可供使用。
為防制丙泊酚遭濫用而發生意外，行政院分別於 104 年 3 月 26 日及 104 年 8 月 10 日公告
增列丙泊酚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及第四級毒品。依食藥署統計，自列管以來，全國使用丙泊
酚的機構家數由 104 年的 1,149 家增至 106 年的 1,746 家（約 1.5 倍）
，其中又以診所增幅最
大，由 104 年的 703 家增至 106 年的 1,122 家（約 1.6 倍）
，診所家數則以牙醫診所增幅最
大。
為加強丙泊酚之管理，食藥署於 105 年及 106 年針對使用量較大的診所、藥局及獸醫診療
機構等進行專案稽查，查獲違規者均依法處辦。食藥署呼籲國人，使用丙泊酚前應向醫師
說明個人身體狀況，並在有足夠急救設備的醫療單位，由受過麻醉或加護照顧訓練的醫師
給藥，以維護用藥安全。(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舒眠或麻醉？您需瞭解的事〉)
48. 下列敘述最為正確的選項是：
(A) 自 104 年起，國內使用丙泊酚的機構逐年增加
(B) 自 104 年起，國內違規使用丙泊酚的牙醫診所逐年增加
(C) 經食藥署調查，105 至 106 年國內獸醫院丙泊酚用量最大
(D) 行政院自 104 年公告丙泊酚為第四級毒品，故各機構不應再使用
49. 下列選項，何者不是使用丙泊酚時必須注意之事項？
(A) 須隨時注意用藥者維持呼吸道暢通
(B) 應由受過麻醉或加護照顧訓練的醫師給藥
(C) 用藥時，周邊須準備供氧及其他復甦設施
(D) 凡遇痛楚、焦慮，有鎮靜需求者，即可要求用藥
50. 下列選項，何者不是這則新聞稿所欲傳達的訊息？
(A) 近年國內出現違法使用或濫用丙泊酚之案例
(B) 患者在使用丙泊酚前須向醫師自述身體狀況
(C) 食品藥物管理署重視國民用藥安全，提倡依法合理用藥
(D) 在合法、依規的情況下，食藥署仍視丙泊酚為舒眠適宜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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