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管理師培訓班 歷史考題 

 

1. 國人過重及肥胖盛行率上升主要原因，何者為非？ 

(A) 飲食西化及食物精緻化，易攝取過多熱量。 

(B) 看電腦、上網等靜態久坐生活增加，身體活動量不足。 

(C) 許多食物的熱量營養標示非常明確，讓人一目了然。 

(D) 弱勢族群少有機會接受健康教育訊息，經濟能力有限，容易買到低營

養、高熱量食物。 

 

2. 下列何種飲食方式無益於體態及健康維持？ 

(A) 攝取多樣性新鮮蔬果(每天至少 5 蔬果)。 

(B) 增加高油、高糖、高鹽食品攝取。 

(C) 充足的低脂、高蛋白質食物，包括奶類。 

(D) 以全穀雜糧類食物取代精製穀類食物。 

 

3. 下列哪些是預防癌症的飲食重點？ 

① 多吃抗氧化食物，如：蕃茄、紅蘿蔔 

② 脂肪攝取量約占總熱量的 40 % 

③ 飽和脂肪約占脂肪攝取量的 15 ~ 20 % 

④ 盡量選擇糙米或全麥麵包 

⑤ 多選擇十字花科蔬菜，如：花椰菜、高麗菜 

⑥ 多吃醃漬物、香腸、臘肉、燻鵝 

(A) ① ② ③ 

(B) ④ ⑤ ⑥ 

(C) ① ④ ⑤ 

(D) ② ③ ⑥ 

 

4. 下列何者不屬於抗發炎飲食的原則？ 

(A) 多蔬菜及水果 

(B) 低 Omega-6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的油脂 

(C) 多蛋品及紅肉 

(D) 低精緻及低加工製品 

 

5. 為了預防骨質疏鬆症，若無其他醫療上的考量，其主要的飲食重點為： 

(A) 多攝取高蛋白飲食 

(B) 多吃醃製或罐頭食物 

(C) 多喝茶、咖啡、可樂 



(D) 多攝取芝麻、蝦米、髮菜 

 

6. 下列何者不是「代謝症候群」的指標之一？ 

(A) 腹部肥胖 

(B) 空腹血糖上升 

(C)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上升 

(D) 空腹三酸甘油酯偏高 

 

7. 下列哪些方式無法預防代謝症候群？ 

(A) 選擇低油、低糖、低鹽、高纖的飲食 

(B) 長期久坐，極少運動 

(C) 不吸菸並減少喝酒次數 

(D) 適當釋放壓力，正向思考 

 

8. 兒童減重時，應注意事項為何？①以達到理想體重為目標 ②必要時可使用

減重藥物 ③增加體能活動量 ④養成均衡飲食的習慣 

(A) ① ② 

(B) ① ④ 

(C) ② ③ 

(D) ③ ④ 

 

9. 下列有關便祕的營養治療何者錯誤？ 

(A) 治療便祕的主要飲食原則為攝取足量的水分及膳食纖維 

(B) 建議便秘患者每天至少攝取約 500 毫升水分 

(C) 每日膳食纖維攝取不足的便祕患者，可逐漸增加纖維素的攝取 

(D) 生活過於靜態之便祕患者，可由增加運動獲得改善 

 

10. 35 歲個案(BMI=27)預計在半年結婚，因此向營養師諮詢減重，以下哪一項最

不適合其現階段需求？ 

(A) 討論平日飲食內容 

(B) 教導製作均衡飲食 

(C) 進行食物熱量教學 

(D) 說明肥胖與慢性病的關係 

 

11. 以下運動類型何者較不適合高齡者從事？ 

(A) 游泳 

(B) 健走 

(C) 打太極拳 



(D) 籃球 

 

12. 女性重量訓練不易形成肌肉肥大的原因，下列何不正確？ 

(A) 較短肌纖維 

(B) 較少的脂肪 

(C) 雌性激素較多 

(D) 肌肉量較少 

 

13. 運動前 60 分鐘內，應避免食用高 GI (升糖指數) 的碳水化合物以免造成 

何種激素濃度的增加，而產生反應性低血糖症？ 

(A) 腎上腺素 

(B) 生長激素 

(C) 胰島素 

(D) 昇糖激素 

 

14. 健康體能包括四項能力，請問下列何者為非？ 

(A) 心肺耐力 

(B) 肌力和肌耐力 

(C) 骨質密度 

(D) 柔軟度 

 

15. 人體熱量消耗最大的主要途徑是： 

(A) 消化食物 

(B) 運動 

(C) 基礎代謝率 

(D) 睡眠 

 

16. 要改善老年人肌肉減少症(sarcopenia)，並增加肌肉量及肌力，應採下列何種

訓練方式較有效？ 

(A) 有氧運動，如散步 

(B) 中高強度的漸進式阻力運動 

(C) 瑜珈伸展操 

(D) 養生太極拳 

 

17. 下列何者不是蛋白質的功能？ 

(A) 可維持長時間的飽足感 

(B) 節省淨肌肉組織的代謝性消耗 

(C) 減少飲食的生熱效應 



(D) 可以比醣類燃燒更多的卡路里 

 

18. 健康檢查涵蓋下列哪些項目？ 

(A) 尿液檢查 

(B) 血液檢查 

(C) 肝功能檢查 

(D) 以上皆是 

 

19. 關於健康檢查中的血脂肪檢查，下列何者為非？ 

(A) 低密度膽固醇數值越高代表動脈硬化風險越高 

(B) 高密度膽固醇數值偏高，能減少心血管疾病發生的風險 

(C) 可以藉由多吃蔬果、多運動來提升高密度膽固醇數值 

(D) 高油脂、高澱粉及高糖容易導致三酸甘油脂數值降低 

 

20. 定期接受健康檢查目的，錯誤的是？ 

(A) 了解自身生理狀況變化 

(B) 多數的慢性疾病、惡性腫瘤可藉由檢查及早發現異狀 

(C) 一定能夠檢查出體內的所有疾病 

(D) 檢視健檢報告異常值，改善不良生活習慣 

 

21. 純素食者(vegan，不吃肉、蛋、奶和蜂蜜)容易有下列那些營養素的不足？ 

① 蛋白質 ② 鈣質 ③ 鐵質 ④ 維生素 B12 ⑤ 維生素 A 

(A)  ① ② ③ 

(B)  ② ③ ④ 

(C)  ③ ④ ⑤ 

(D) ① ④ ⑤ 

 

22. 下列何種食物含有最多天然果糖？ 

(A) 番茄 

(B) 蜂蜜 

(C) 奇異果 

(D) 牛奶 

 

23. 攝取較多的水溶性膳食纖維可以降低血膽固醇，主要的原因為何？ 

(A) 水溶性膳食纖維可以在腸道中吸附膽固醇而排出體外，藉此減少膽固醇

的吸收。 

(B) 水溶性膳食纖維可以抑制肝臟中合成膽固醇的關鍵酵素，藉此降低膽固

醇的合成。 



(C) 水溶性膳食纖維在腸道可與膽汁結合而排出體外，藉此增加肝中膽固醇

代謝成膽汁，降低血膽固醇量。 

(D) 水溶性膳食纖維吸收後，可降低膽固醇在血中的氧化，藉此降低血膽固

醇的堆積。 

 

24. 靈芝中具下列何種延緩衰老的功效成分？ 

(A) 靈芝酸及靈芝多醣 

(B) 木酚素 

(C) 五味子素 

(D) 類胡蘿蔔素 

 

25. 下列何種食物會減少胃的蠕動？ 

(A) 菠菜 

(B) 芒果雪花冰 

(C) 柑橘 

(D) 烤豬肋排 

 

26. 檢測哪種項目可以知道一個人的身體組成？ 

(A) 身體質量指數 

(B) 仰臥起坐次數 

(C) 每分鐘心跳與呼吸數 

(D) 1600 公尺的耐力跑。 

 

27. 下列有關老年人有氧運動活動量的建議，何者為非？ 

(A) 頻率 5 天以上，每天更好 

(B) 強度有點喘又不太喘 

(C) 體能佳者：150 分鐘/周 (中等費力) 

(D) 運動型態以球類運動為主 

 

28. 吸菸對於運動表現危害何者為非？ 

(A) 一氧化碳導致呼吸時空氣進入管道收縮及阻力提高 

(B) 吸菸者血中一氧化碳較高影響最大攝氧量 

(C) 血中一氧化碳與血紅素親和力高於氧氣 

(D) 在安靜時的心跳率以及運動時心跳率及收縮壓較低 

 

29. 肌肉減少症(sarcopenia)指的是老化所造成的肌肉量流失，一般而言，幾歲以

後肌肉量流失的速率會加快？ 

(A) 20 



(B) 30 

(C) 40 

(D) 50 

 

30. 大部分身體的脂質以哪種型態儲存？ 

(A) 三酸甘油脂 

(B) 膽固醇 

(C) 磷脂 

(D) 脂肪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