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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非題：(每題 2分，共 46分) 

1.(   )長期嚼食檳榔的人，對熱、辛辣等 

       食物會變得敏感。 

2.( X )一個美滿和諧的家庭只需要靠父母 

       的努力就能維持。 

3.(   )身體健康和平日的生活習慣有很大 

       的關係，所以要避免不良嗜好。 

4.( X )嚼食檳榔的文化在臺灣由來已久， 

       檳榔也會被當作是招待賓客或是人 

       際交流的食品，所以長期嚼食檳榔 

       並不會對健康產生危害。 

5.(   )身體任何部位有任何異狀，都應立 

       即檢查或治療，千萬別延誤。 

6.( X )種檳榔樹有利於水土保持，所以應 

       該多種檳榔樹。 

7.(   )開車如果想提神，可以嚼食口香糖 

       取代嚼檳榔的習慣。 

8.( X )頂客族家庭就是夫妻離婚，孩子和 

       爺爺奶奶生活的家庭。 

9.(   )胎兒是精子和卵子的結合所產生的 

       下一代。 

10.(   )拒絕嚼檳榔只是表達自己的想法， 

        不代表從此不和請你嚼檳榔的人往 

        來。 

11.( X )和家人溝通時容易發生爭執，孩子 

        最好不要表達意見，一切聽從父母 

        命令。 

12.(   )中央氣象局發布的紫外線指數超過 

        7時，會對人體皮膚產生傷害，需 

        要做好防晒措施。 

13.(   )保持固定的作息及愉快的心情，可 

        以降低想嚼檳榔的想法。 

14.(   )和家人溝通過程，應盡可能把自己 

        的期待和感受，清楚明確的表達出 

        來。 

15.( X )朋友熱情請吃檳榔時，我們要接受 

        並嘗試。 

16.(   )早期口腔癌治癒率有80％，若能 

        進行自我口腔檢查，就能及早發現 

        儘早就醫。 

17.( X )向社區居民宣導防制檳榔的工作是 

        專業人員的事，學生不宜參與。 

18.(   )社區居民們一起刷洗檳榔汁，清除 

        檳榔渣，能使社區的環境變得更美 

        好。 

19.(   )許多檳榔族不戒除檳榔的原因，是 

        因為沒有真正了解到檳榔對健康的 

        危害有多大。 

20.( X )太陽眼鏡顏色愈亮，愈具有防紫外 

        線的效果。 

21.(   )防晒乳液要選防晒係數15以上的， 

        並且每兩個小時補擦一次。 

22.( X )騎單車是休閒運動，可以邊騎車邊 

        聽音樂，放鬆心情。 

23.( X )急救箱裡的用品都可以永久存放及 

        使用。 

 

二、選擇題：(每題2分，共30分)  

1.( 4 )有嚼食檳榔習慣的人，會發生下列什 

       麼情況？○１罹患口腔癌 ○２味覺減退  

       ○３牙齒咬合不正 ○４以上皆是。 

2.( 3 )下列哪一種家庭型態，家人組成分子 

       包括祖父母、父母親和孩子？ ○１單 

       親家庭 ○２隔代教養家庭 ○３三代同堂 

       家庭 ○４頂客族家庭。 

3.( 2 )因為檳榔裡常添加什麼物質，導致嚼 

       食檳榔者的口腔容易產生病變？ 

       ○１一氧化氮 ○２石灰 ○３鹽酸 

       ○４色素。 

4.( 3 )檳榔本身的哪一種成分是致癌物質？  

       ○１葉綠素 ○２石灰 ○３檳榔鹼 ○４礦物 

       質。 

5.( 4 )家庭氣氛能不能和諧，掌握在什麼人 

       的手中？ ○１爸爸、媽媽 ○２我自己 

       ○３爺爺、奶奶 ○４家中的每一個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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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假日時和家人一同從事各種活動，有 

       什麼功能？ ○１讓時間過得更快  

       ○２可以增加零用錢 ○３增加更多的生 

       活壓力 ○４能增進與家人的感情。 

7.( 3 )隨地亂吐檳榔汁，會造成什麼問題？ 

       ○１交通混亂 ○２土石流 ○３環境髒亂   

       ○４噪音。 

8.( 1 )下列哪一項不是戒除檳榔的好處？ 

       ○１獲得政府表揚 ○２降低罹患口腔癌 

       風險 ○３節省支出 ○４使口氣變好。 

9.( 2 )社區中的牙醫診所可以針對檳榔防制 

       工作提供哪些協助？ ○１開罰單 ○２協 

       助治療或檢查嚼食檳榔居民的口腔或 

       健康 ○３通報警察局 ○４製作海報。 

10.( 1 )下列哪一項工作，是身為小學生可 

        以協助的社區檳榔防制工作？ 

        ○１製作或張貼宣導海報 ○２逮捕隨 

        地吐檳榔汁的居民 ○３協助治療嚼 

        食檳榔居民的疾病 ○４開罰單。 

11.( 4 )急救箱上可以記錄什麼？ ○１熟識 

        醫師的電話 ○２藥品名稱及數量    

        ○３藥品的有效日期 ○４以上皆可。 

12.( 4 )下列什麼單位是協助社區檳榔防制 

        工作的資源？○１社區發展協會  

        ○２社區牙醫診所 ○３衛生所○４以上 

        皆是。 

13.( 3 )下列哪一種器具是單車必備的安全 

        配備？ ○１車尾要漆上漂亮的顏色 

        ○２酷炫的旗子 ○３車尾的反光片或尾 

        燈 ○４可愛的卡通貼紙。 

14.( 2 )下列與家人的溝通方式哪一項錯 

         誤？ ○１不急著反駁別人的意見     

         ○２對家人愛理不理 ○３眼光注視發 

         言者 ○４以尊重代替批評。 

15.( 3 )下列哪一項不是口腔癌的早期症 

        狀？ ○１臉頰左右兩側不對稱，有突 

        出的硬塊 ○２翻開臉頰，可看到頰黏 

        膜有潰瘍 ○３牙齒有蛀洞或會動搖    

        ○４舌腹、舌緣有硬塊或潰瘍。 

 

 

 

 

 

 

三、對的打ˇ：每格 1分，共 16分 

1.哪些是可以增進家人感情的方法？請打   

  ˇ。 

（ ）(１)冷漠以對。 

（ˇ）(２)一起登山。 

（ˇ）(３)彼此擁抱。 

（ˇ）(４)一起聽音樂。 

（ ）(５)言行不一致。 

2.滿地的檳榔汁會對哪些方面造成不良影 

  響？請打ˇ。 

（ˇ）(１)社區觀瞻。 

（ ）(２)物價指數。 

（ˇ）(３)居住環境的清潔。 

（ˇ）(４)國際聲譽。 

3.騎自行車前，必須先檢查什麼？請把需要 

  的打ˇ。 

（ˇ）(１)座墊。 

（ˇ）(２)手把。 

（ˇ）(３)鈴號。 

（ˇ）(４)煞車。 

（ˇ）(５)安全帽。 

（ˇ）(６)胎壓。 

（ˇ）(７)鏈條。 

四、 填入代號，每答 1分，共 6分 

1.請將下列各種說法與拒絕檳榔的應對守則 

做正確配對。 

○１自我解嘲法 

○２走為上策法 

○３直接拒絕法 

○４投桃報李法 

○５哀兵制勝法 

○６安身立命法 

（ 3 ）(１)我一點都不想吃。 

（ 4 ）(２)這是剛上市的糖果，你吃吃看。 

（ 1 ）(３)我媽忘了多生一個膽給我。 

（ 2 ）(４)我要趕快去幫媽媽買東西。 

（ 6 ）(５)我今天喉嚨不舒服。 

（ 5 ）(６)家人知道我吃檳榔會生氣。 

 

五、回答問題:共 2分 

 1.請寫出二種嚼食檳榔對人體的壞處。 

   答：牙齒磨損；味覺減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