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營養學 

 

1. 建議國人營養素攝取量表中將國人之成人活動量分成那幾個等級？(A)輕、中 (B)

極輕、輕、中、重 (C)輕、中、重、極重 (D)輕、中、重。 

2. 黃太太吃了一份水果，二份五榖根莖類，請問她共攝取幾大卡熱量？(A)78 (B)68 

(C)196 (D)176。 

3. 行政院衛生署最近修訂之成年人理想體重公式為：(A)BMI＝24 (B)男性：62＋（身

高－170）×0.6，女性：52＋（身高－158）×0.5 (C)BMI＝22 (D)男性：（身高－

80）×0.7，女性：（身高－70）×0.6。   

4. 飲食中 SFA 與 MUFA 與 PUFA 的比值為多少是最合適的：(A)1：2：1 (B)1.5：

1：1 (C)1：1：1 (D)1.5：1.5：1。 

5. 我國飲食指南中，鈉的攝取量應在：(A)2400 毫克 (B)350 毫克 (C)500 毫克 

(D)550 毫克以下。 

6. 我國飲食指南中建議國人維持身體質量指數為：(A)18.5 以下 (B)22 (C)18.5～23.9 

(D)24 以上。 

7. 以下何者不是膳食纖維的功能：(A)幫助消化吸收 (B)幫助排便 (C)增加飽食感 

(D)降低血液膽固醇。 

8. 當甜度相同時，以下何者所含熱量最低：(A)果糖 (B)糖精 (C)蔗糖 (D)葡萄糖。 

9. 每日醣類至少要攝取多少公克始可防酮中毒(Ketosis)之發生？(A)20～50 (B)50～100 

(C)100～150 (D) 150～200 公克。 

10. 下列敘述何者為非？(A)人體可將多餘的 Glucose 轉變為 Starch(澱粉)，儲存在肝臟

和肌肉中 (B)唯一不存在天然界的單醣類為 Galactose(半乳糖) (C)飲食中有適當量

醣類是必需的，因其可促進脂質的代謝 (D)阿斯巴甜為一人工甜味劑。 

11. 下列敘述何者為非？(A)攝取太多的糖會導致糖尿病 (B)攝取太多的糖會導致三酸

甘油酯過高症 (C)攝取太多的糖容易導致營養不良 (D)攝取太多的糖會導致肥胖

症。 

12. 一個人盡全力地跑百米競賽時，其腿部肌肉所消耗的能量來源，主要是原貯存在

肌肉中的：(A)葡萄糖(Glucose) (B)肝糖(Glycogen) (C)脂肪 (D)蛋白質。 

13. 體內的碳水化合物是以肝醣的形式儲存，大約有多少公克？(A)200～250 (B)300

～350 (C)400～450 (D)500～550。 

14. 正常的血糖值範圍是：(A)10～20 (B)40～60 (C)70～120 (D)150～200mg/dl。 

15. 下列何者之甜度最大？(A)蔗糖 (B)葡萄糖 (C)果糖 (D)半乳糖。 

16. 攝食豆類後常有的脹氣現象是由於豆類中的那一種糖被腸道微生物利用產氣所

致？(A)葡萄糖 (B)水蘇四糖(stachyose) (C)果寡糖(fructooligosaccharide) (D)果糖。  

17. 人體合成尿素的主要器官為：(A)脾臟 (B)肝臟 (C)胰臟 (D)腎臟。 

18. 平均而言，氮在蛋白質中之含量為：(A)6.25％ (B)16％ (C)20％ (D)25％。 

19. 蛋白質攝取過量時，尿中何種礦物質流失量會增加？(A)鈣 (B)磷 (C)硫 (D)



鎂。  

20. 豆類的第一限制氨基酸(Limiting amino acid)為：(A)色胺酸(Tryptophan) (B)異白胺

酸(Isoleucine) (C)甲硫胺酸(Methionine) (D)羥丁胺酸(Threonine)。 

21. 對於成年人所需的必需胺基酸有 8 種，但對於嬰兒則必須增加那一種胺基酸？(A)

麩胺酸(Glutamic acid) (B)半胱胺酸(Cysteine) (C)組胺酸(Histidine) (D)脯胺酸

(Proline)。 

22. 以下何者為飽和植物油：(A)椰子油、橄欖油 (B)棕櫚油、椰子油 (C)棕櫚油、

橄欖油 (D)橄欖油、花生油。 

23. 脂肪酸中的 EPA(Eicosapentaenoic acid)，其碳數有：(A)18 (B)20 (C)22 (D)24 個。 

24. 膽鹽是在胃腸道那一部位之末端被再吸收？(A)胃 (B)十二脂腸 (C)空腸 (D)迴

腸。 

25. 某食物含 120 公克醣類，40 公克脂質，25 公克蛋白質及 200 公克水，其中脂質提

供的熱量占百分之幾？(A)26 (B)38 (C)43 (D)49。 

26. 關於基礎代謝率（BMR）之敘述以下何者正確﹖(A)女性之 BMR 較男性高 (B)懷

孕時 BMR 會升高 (C)體表面積愈大 BMR 愈低 (D)熱帶民族之 BMR 較高。 

27. 當攝取過多熱量時，不管是來自醣類、蛋白質、或脂質，最後都會轉變成什麼儲

存於體內？(A)脂肪 (B)葡萄糖 (C)果糖 (D)胺基酸。 

28. 有關基礎代謝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基礎代謝率為維持人體生命現象與體

能活動所需耗費的能量 (B)測量基礎代謝率應在室溫、靜臥、清醒、禁食 12 小

時等條件下進行 (C)影響基礎代謝率的因素包括年齡及性別 (D)體溫升高 1℃則

基礎代謝率上升 12～13％。 

29. 若一星期欲減肥 0.5 公斤之體重，則理論上每天之熱量攝取應減少多少大卡？

(A)250 大卡 (B)500 大卡 (C)750 大卡 (D)1,000 大卡。 

30. 正常情況成年人每公斤體重需要多少毫升的水？(A)20 (B)35 (C)50 (D)75。 

31. 何種營養素攝取過量會使得因缺乏維生素 B12 所造成的貧血不易被查覺？(A)維生

素 B6 (B)維生素 B1 (C)葉酸 (D)維生素 B2。 

32. 鮮奶使用紙盒包裝是為了防止光線影響到何種營養素？(A)鈣 (B)維生素 B2 (C)維

生素 B1 (D)維生素 C。 

33. 經皮下合成之維生素 D，在體內經羥化作用而形成活化型維生素 D3，其途徑

是：(A)皮膚→胰→肝 (B)皮膚→肝→胰 (C)皮膚→腎→肝 (D)皮膚→肝→腎。 

34. 哪些維生素參與熱量代謝？(A)B2、B6、泛酸（pantothenic acid）(B)B12、葉酸、生

物素（biotin） (C)B1、B2、niacin (D)C、B1、B6。 

35. 缺乏核黃素（維生素 B2）時易發生哪一種症狀？(A)腳氣病 (B)影響神經系統 

(C)口角炎 (D)影響心血管系統。 

36. 下列有關泛酸（pantothenic acid）的敘述何者為誤？(A)廣泛分布於各種食物 (B)

是參與脂肪酸合成的醯基載體蛋白質（acyl carrier protein）的主成分 (C)合成輔酶

A （coenzyme A）的重要成分 (D)攝取過多會導致中毒的發生。 

37. 具有保護維生素 A、E 及多元不飽和脂肪酸避免過度氧化的維生素是？(A)維生素



B6 (B)維生素 B2 (C)維生素 C (D)維生素 B12。 

38. 有關維生素功能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膠原蛋白的合成需要維生素 C，若缺

乏則導致壞血病 (B)維生素 D 促進腸道鈣吸收，缺乏則導致軟骨症 (C)維生素

B1 為菸鹼素的先驅物質（precursor），缺乏則導致癩皮病 (D)維生素 E 位於細胞

膜上，具有抗氧化的功能。 

39. 下列何者不是缺乏維生素 A 之症狀？(A)夜盲症 (B)皮膚乾燥 (C)乾眼病 (D)口

角炎。 

40. 當蛋白質的攝取量增加時，下列何種維生素的需要量也要提高？(A)菸鹼素 niacin 

(B)維生素 B2 riboflavin (C)維生素 B6 pyridoxine (D)葉酸 folic acid。 

41. 菸鹼素缺乏會造成癩皮病，有哪些“3Ds”症狀？(A)dermatitis, dementia, diarrhea 

(B)dermatitis, diverticulatitis, diarrhea (C)dehydration, dementia, diarrhea (D)dermatitis, 

depression, dementia。 

42. 維生素 B12 的吸收，需要下列何者的輔助？(A)膽汁（bile） (B)脂解酶（lipase） 

(C)內在因子（intrinsic factor） (D)胃酸（gastric acid）。 

43. 下列何者與維持人體正常之味覺功能有關？(A)鎂 (B)鉻 (C)銅 (D)鋅。 

44. 指甲成凹形，呈匙狀是因為：(A)鐵不足 (B)鈣不足 (C)蛋白質不足 (D)氟過

多。 

45. 人體正常血鈣濃度約控制在每 100 ml：(A)10 mg (B)15 mg (C)20 mg (D)25 

mg。 

46.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血基質鐵（heme iron）比非血基質鐵（non-heme iron）吸

收率佳 (B)血基質鐵比非血基質鐵吸收率差 (C)血基質鐵與非血基質鐵吸收率沒

有差別 (D)還原劑的存在會抑制鐵吸收。 

47. 20～54 歲年齡層中，女性每日應攝取量高於男性之營養素為：(A)鈣 (B)鐵 (C)

葉酸 (D)維生素 C。 

48. 會影響肌肉收縮及鬆弛的礦物質為：(A)鈉、鎂 (B)錳、鈣 (C)銅、鈣 (D)鈣、

鎂。 

49. 下列何種礦物質元素可促成鐵轉變成鐵傳遞蛋白（transferrin）？(A)鎂 (B)鈷 

(C)錳 (D)銅。 

50. 人體血脂肪之理想值(mg/dl) -總膽固醇？(A)＜100 (B)＞＝60 (C)＜200 (D)＜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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