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嘉義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 

「專業知識」課程電腦考試簡章 

 

 

 

考試相關訊息發佈請上嘉義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網站查詢 

 

 

網  址：http://diabetes.cichb.gov.tw/ 

地  址：嘉義市西區德明路 1 號（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國民健康科） 

聯絡電話：05-2338066 轉 516  



壹、報考資格 

  以在嘉義市執業或設籍嘉義市領有國內外醫師、藥師、護（士）理師、營養師等關

證照之專業人員優先報名參加。 

貳、考試日期及時間 

一、考試日期及時間：108年 4月 17日（星期三），測試時間為 80 分鐘。 

  考生依下列規定進出試場： 

1.考試開始前 10 分鐘打預備鈴，考生不得入場。 

2.考試開始鈴響，即可進入試場開始作答，考試結束鈴響畢，應即停止作答。 

3.考試開始 15 分鐘後，遲到考生不得入場。 

4.入場後除因生病或因特殊原因經監試人員同意外，考試開始 30 分鐘內不得出場。 

5.入場時間：108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該梯次考試前 10 分鐘到場，請攜帶准考證及

身份證。 

6.日程表如下： 

108年 4月 17日(星期三) 

預備 12:50-13:00 講解有關考試應行注意事項 

筆試 13:00~14:20 
醫師、藥師、護理師、營養師 

專業知識課程筆試 

       ※考試時間一律由本局填寫於准考證上。 

二、如遇颱風、地震、洪水等重大天然災害、傳染病流行或其他重大事故，致不能如期進

行考試時，將依相關規定統一發佈緊急措施或補考時間，考生應予以配合，不得異議。 

叁、報名事項 

一、報名方式:採通信報名方式，以郵局掛號郵寄至：600 嘉義市西區德明路 1 號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國民健康科收），始完成報名作業。 

二、繳交文件:【請以 A4紙張影印或列印，並依序用迴紋針夾在左上角，勿用雙面影印】 

步驟 1：可至嘉義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網站 http://diabetes.cichb.gov.tw/，點選左上方最

新消息「嘉義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專業知識課程考試簡章」，下載報

名表、副表及准考證。 

步驟 2：準備 1年內二吋半身正面脫帽彩色光面照片 3張(生活照不受理)，背面請書  

    寫姓名，分別黏貼於考試報名表、副表及准考證。 

http://210.69.166.14/tade/


步驟 3：請將報名表、副表黏貼相片並詳填資料。(請詳細檢查所填資料是否正確)。   

步驟 4：請將准考證黏貼相片後，填寫姓名及勾選考試類科。 

   步驟 5：請將正表、副表、連同畢業證明書影本及專業證照影本(如醫師、護理師、營養

師、藥師等)各乙份。 

          (請以 A4紙張影印或列印，並依序用迴紋針夾在左上角，報名表勿雙面列印) 

   步驟 6：中式回郵信封一個(請貼足掛號郵資，並於信封上書寫考生姓名、三碼郵遞區號

及收件人地址，以便寄回淮考證)，(請依照順序排列於左上角用訂書機裝訂)，

以郵局限時掛號寄至或送達；(600)嘉義市西區德明路 1 號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國

民健康科收，始完成報名作業。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年 4月 8日(星期一)報名截止(以郵戳為憑)，掛號收執聯請

妥善保存，以做為日後查詢收件之依據。 

四、報名名額:本梯次以在嘉義市執業或設籍嘉義市專業醫事人員為主，並依報名優先順

序排列，人數以 30 人為限，由本局統一分配試場及座位。 

五、本局收到報名資料及經審核後於 4月 10日(星期三)統一寄出准考證。 

六、報名注意事項： 

1.考生報名資料及成績僅作為嘉義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考試及相關事項使用，均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2.「身心障礙之考生」或其他特殊情事需予以協助者，務必請於報名表中備註欄註記清 

楚，以便考區做適當安排。 

3.報名資料不齊全，或模糊不清致無法辨識者，拒絕受理報名(所繳資料不予退回)；有

偽照、變照、假借之冒用者，取消其報名及考試資格。 

肆、成績計算 

   50 題單選題，滿分 100 分，及格分數為 60 分答錯不倒扣；考場當場列印成績單：一式二 

     份，一份發給考生，一式蓋嘉義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關防後存放國民健康科三年備查。 

伍、考試主要參考書籍 

一、糖尿病衛教學會核心教材（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發行） 

二、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發行） 

三、其他由相關糖尿病專業團體出版之糖尿病衛教課程教材等。 

 



陸、考試地點 

試場設置地點：嘉義市國華街 245 號 7 樓 西市場電腦教室 



附錄：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一)試場規則 

一、 考試時考生必須攜帶准考證與身分證準時入場，對號入座。准考證請妥為保存，如有毀損或遺

失，考生應於考試當日攜帶與報名時相同相片和身分證件，向考場辦公室申請補發。 

二、 入座後不准再離場，若強行離場、不服糾正者，該考試不予計分。 

三、 測試正式開始後遲到逾 15 分鐘強行入場者，該考試不予計分。 

四、 主辦單位將會免費提供紙、筆，應試完畢將回收，嚴禁攜出試場。 

五、 嚴禁談話、左顧右盼等任何舞弊行為。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或相互作

弊事實明確者，該考試不予計分。 

六、 非考試必需之物品如電子辭典、計算機、行動電話、呼叫器、隨身碟等計算及電腦通訊器材等

必須關機且需放置於試場前後方地板上，不得隨身攜帶。若經監試人員發現，則扣該科測驗分

數五分。 

七、 如遇警報、地震，應遵照監試人員指示，迅速疏散避難。 

八、 有關考生違反測驗規則處理方式，悉遵照「嘉義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專業知識』

課程之考試違規處理辦法」辦理。 

  

(二)違反試場規則處理方式一覽表 

類別 違反試場規則事項 處分情形 

第一類 

嚴重舞弊行為 

一、由他人頂替代考或偽 (變)造證件應試者。 取消應試資格 

二、脅迫其他考生或試務人員協助舞弊者。 取消應試資格 

第二類 

一般舞弊行為 

一、入座後不准再離場，若強行離場、不服糾正者。 該考試不予計分 

二、測試正式開始後遲到逾 15 分鐘強行入場者。 該考試不予計分 

三、惡意擾亂試場內、外秩序，情節嚴重者。 該考試不予計分 

四、涉及集體舞弊行為者。 該考試不予計分 

五、交換座位應試者。 該考試不予計分 

六、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 明確者，或相互作弊事

實明確者。 
該考試不予計分 

第三類 

一般違規行為 

一、測試進行中與試場外有手勢或訊息聯繫行為。 扣考試分數 5 分 

二、攜帶電子辭典、計算機、行動電話、呼叫器、隨身碟等計算

及電腦通訊器材經監試人員發現者 
扣考試分數 5 分 

三、違反試場規則、秩序，情節輕微者。 扣考試分數 5 分 

附記：一、若有本表未規範而影響測驗公平、考生權益之事項，應請示國健局。  

二、凡涉及本表各項舞弊或違規行為者，書面通知考生本人。  



正  表 

108年嘉義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專業知識」課程考試報名表 

（粗線區由本局填寫，其餘考生自行填寫）

報名編號 

准考證號碼

（請勿填寫）





姓名 性別

實貼二吋照片一張

（背面書寫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

戶籍住址

郵遞區號：



通訊住址

郵遞區號：



聯絡電話

(務必填寫) 

公司：

住家：

行動：

電子信箱 

服務機構

科別 畢業年月

職稱 



年

月

畢業學校 專業證照

系 科 別 證 書 號

報考類別  □醫師專業□藥師專業   □護理人員專業□營養師專業

備註

（身心障礙考生或其他特殊情事需予協助者，請註明，以便事前作安排）

協助內容：

報考人簽章





填表日期 年月日

報考資料

核對 

□正表 

□副表 

□畢業證書影本 

□專業證照影本

資格審查 

及人員簽章 

□通過 

□不通過

審查人員簽章：

     



副  表 

108年嘉義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專業知識」課程之考試 

副表 

實貼二吋照片一

張（背面書寫姓

名、身份證字號） 

准考證號碼 

（請勿填寫） 
 考試類科 

考生姓名  

請勾選 

□醫師專業知識課程 

□藥師專業知識課程 

□護理人員專業知識課程 

□營養師專業知識課程 
聯絡電話 

（  ） 

手機 

通 訊 住 址 

郵遞區號 

 

 

緊急事故聯絡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 

註：粗框線由本局填寫，其餘請考生自行填寫，填寫如有誤則以正表為準。 

 

 

108年嘉義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               

  「專業知識」課程之考試                       

准考證                          試場規則 

註：粗框線由本局填寫，其餘考生自行填寫， 

    考試類別如有誤者，以正表為主。 

 

准考證

號 碼 
 相片貼處 

考 生 

姓 名 
 

日 期 
 年   月   日 

：  ～  ： 

考 試 

類 科 

請勾選 

□醫師專業知識課程 

□藥師專業知識課程 

□護理人員專業知識課程 

□營養師專業知識課程 

一、考試時考生必須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準時入場，對號入座。准考證

須妥為保存，如有毀損或遺失，考生應於考試當日攜帶與報名時相

同相片和身分證件，向考場辦公室申請補發。 

二、入座後不准再離場，若強行離場、不服糾正者，該考試不予計分。 

三、測試正式開始後遲到逾 15 分鐘強行入場者，該考試不予計分。 

四、主辦單位將會免費提供紙、筆，應試完畢將回收，嚴禁攜出試場。 

五、嚴禁談話、左顧右盼等任何舞弊行為。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

作弊事實明確者，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者，該考試不予計分。 

六、非考試必需之物品如電子辭典、計算機、行動電話、呼叫器、隨身

碟等計算及電腦通訊器材等必須關機且需放置於試場前後方地板

上，不得隨身攜帶。若經監試人員發現，則扣該科測驗分數五分。 

七、如遇警報、地震，應遵照監試人員指示，迅速疏散避難。 

八、有關考生違反測驗規則處理方式，悉遵照「嘉義市糖尿病共同照護

網醫事人員認證『專業知識』課程之考試違規處理辦法」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