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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每題 2.5 分) 

1. 黃先生自主能力良好，在臨床上照顧上，醫護人員主動提供與診斷有關的資訊給病人，這是符合護理倫理中的何種

原則﹖  

(A)誠實原則 (B)自主原則 (C)公平原則 (D)施益原則 。 

2. 有關住院老人的環境考量下列何者為非? (A)將床搖低 (B)拉上床欄 (C)室內溫度比一般高 (D)不論何時，室內光線

要暗，以利休息。 

3. 在建立專業性護病關係時，下列何者不恰當? (A)當病人的健康信念與護理人員不相同時，應立即給予批評與糾正 (B)

護理人員應在能協助病人的情況下適當的表露自己 (C)護理人員應為關係的建立與進展負責 (D)護理人員與病人共

同訂定朝向健康的特定目標。 

4. 護理人員當遇到病人醫囑單上的醫囑不夠清楚時，最適當的處理方式是：(A)與其他護理同仁討論 (B)問病房的值班

醫師 (C)請教護理長 (D)找到簽醫囑的醫師問清楚。 

5. 在照顧愛滋病患時，我們應使用哪一種隔離防護措施? (A)一般標準防護措施 (B)空氣傳染防護措施 (C)接觸傳染防

護措施 (D)飛沫傳染防護措施。 

6. 下列何者為客觀資料： (A)看護說: 阿嬤的血壓好像高起來了 (B)護理人員說：病人冒冷汗、臉色蒼白 (C)病人說: 我

整夜都睡不好 (D)家屬說: 他都吃不下，只吃兩口稀飯。 

7. 王老先生跌倒導致左手臂與左腳骨折都打上石膏。護理人員要如何協助王老先生更換衣服 1.先脫右側 2.先脫左側

3.先穿右側 4.先穿左側 (A) 1.3. (B) 1.4. (C) 2.3. (D ) 2.4。 

8. 下列何者運動屬於等長運動 (A)會陰肌肉收縮「凱格爾氏運動: Kegel’s exercise」(B)伏地挺身 (C)走路 (D)游泳。 

9. 為了讓住院的病患能有良好的睡眠所做的措施，下列何者的助益最少？(A)鼓勵並安排訪客盡量在白天探訪 (B)減少

因醫療工作車所造成的噪音:如保養車輪 (C)將一天的靜脈輸液與飲水量平均分配在 24 小時 (D)夜間給藥換藥同時

測量生命徵象。 

10. 下列何種情形會造成血壓下降? (A)活動時 (B)焦慮疼痛時 (C)飲酒時 (D)肥胖者。 

11. 測量血壓時，下列何種情形會造成「數值假性偏高」？(A)病人手臂高於心臟 (B)壓脈帶綁太緊 (C)壓脈帶大小太窄 

(D)視線高於水銀柱(往下看)。 

12. 下列何種症狀禁忌用熱？ (A)循環功能障礙者: 如糖尿病 (B)腳踝扭傷後 72 小時 (C)風濕性關節炎之關節疼痛 (D)

因姿勢不良造成的腰痠背痛。 

13. 有關鼻胃管灌食前，反抽胃內容物的敘述下列何者不正確?(A)若反抽出來是胃液，則將胃液推回胃中，再開始灌食 

(B)灌食時盡量讓病人平躺或左側臥 (C)灌食時，必須避免讓空氣進入，防腹脹發生 (D)需要注意管灌飲食與器具的

清潔維護。 

14. 陳先生因明天要做腸道檢查，依醫囑將採「清流質飲食」，下列哪些食物是可以食用的 1.稀飯 2.去油清湯 3.牛奶 4.

米湯 (A) 1.2. (B) 2.4. (C) 1.3. (D) 3.4.。 

15. 下列何者藥物注射後，必須按摩注射部位以促進藥物吸收？(A)止痛劑 (B)胰島素 (C)鐵劑 (D)結核菌素試驗。 

16. 有關給藥時下列何者不恰當？(A)服用油類藥物可配合果汁 ，以去除味道 (B)服用鐵劑時，應用吸管以防牙齒著色 

(C)為加速藥效作用，鎮靜劑可與牛奶一起服用 (D)危急時刻護生能接受口頭醫囑。 

17. 李小姐長期嘔吐，可能會造成何種現象? (A)血鈉過高 (B)代謝性酸中毒 (C)血鉀過高 (D)代謝性鹼中毒。 

18. 在幫病人靜脈注射時發現有小血塊阻塞情形，導致輸液不通，此時應如何處置? (A)拔除穿刺針，更換注射部位 (B) 

用原子筆捲導管，沖散阻塞物 (C)稀釋 Heparin，於接頭處注射，溶解小血塊 (D)提高輸液評的高度，增加壓力。 

19. 哪些情形會使病人的大便成為灰白色 1.下腸胃到攝影後 2.胃潰瘍出血 3.膽道阻塞 4.腸道感染(A)1.2 (B)2.3. (C)1.3. 

(D)3.4.。 

20. 下列何者不是灌腸的禁忌症(A)安胎者 (B)腦壓高者 (C)肝性昏迷患者 (D)直腸狹窄者。 

21. 解尿後上留存於膀胱內的餘尿量，正常應少於多少 c.c.(A)50 c.c. (B)100 c.c. (C)150 c.c. (D)200 c.c.。 

22. 林小弟騎車摔倒，悉蓋與手肘嚴重擦傷，傷口先以紗布覆蓋後，接下來要用何種包紮法包紮? (A)螺旋迴返形包紮法

(B)8 字型包紮法 (C)環型包紮法 (D)人字型包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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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關臨終病人的護理措施，下列何者不洽當? (A)對於意識清醒的個案，可提供軟質或流質飲食 (B)個案使用止痛

劑，須考量藥物所造成的成癮作用 (C)此階段的護理的主要目標為: 提供舒適 (D)在靈性的需求層面，可提供個案

宗教信仰的支持。 

24. 蔡先生因車禍 經急診入院，現入住病房主訴有頭痛與嘔吐的現象，你是他的主護護理師，首要的入院護理為(A)收

集健康史 (B)測量身高體重 (C)測量生病徵象，並通知醫師處理 (D)環境介紹。 

25. 宋女士 56 歲，因子宮頸癌入院治療，當護理人員初次與她互動時，宋女士提出許多的要求，並對護理人員給予的

環境介紹，抱怨草率、不清楚，且顯得生氣，此時宋女士處於專業人際關係發展的哪一期？(A)互動前期 (B)認識

期 (C)工作期 (D)結束期。 
26. 在哪一個理念的引導下，護理專業發展出以人為中心的整體性護理模式？(A)實用主義 (B)浪漫主義 (C)存在主義 

(D)苦行僧主義。     
27. 王老先生的家人要求醫護人員對病人隱瞞其罹患癌症的實情，因此其所需要的化學治療及放射線治療也暫時無法進

行，若醫護人員依家屬的要求來做，可能違反的倫理原則何者除外？(A)自主原則 (B)公平原則 (C)不傷害原則 (D)

誠實原則。 
28. 病人向護理人員說「你可不可以給我建議，我是不是應該開刀？」，護理人員回答「你認為呢？」，這樣的溝通方式

你認為：(A)不適當，沒有回答病人的關心 (B)不適當，會使病人產生不信任感 (C)適當，可使病人正視自己的想法 

(D)適當，表示護理人員接納病人的任何想法。 
29. 在護理人員-病人的專業性人際關係建立的過程中，何護理行為不適合於介紹期中執行？(A)說明環境及設備使用方

式 (B)對病人的試探性行為採取接納的態度 (C)鼓勵病人表達其感受及不舒適 (D)請病人參與護理目標的擬訂。 
30. 王老太太 81 歲，BMI 17, 因中風左側偏癱，意識清楚，大小便可控制自如，此次因感染流感發燒住院，你認為為

預防此病人可能會有的健康問題，下列護理措施的優先順序何者是排在較後面的？(A)聽診呼吸音及觀察氧合的徵

象 (B)鼓勵做床上的關節運動及健肢的加阻力運動 (C)飲食補充鈣質以免骨鈣流失 (D)每班觀察皮膚的完整性。 
31. 關於脈搏短絀 (pulse deficit) 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A)致病機轉是主動脈閉鎖不全 (B)是指心尖脈次數少於橈動

脈 (C)通常吸氣時正常呼氣時症狀出現 (D)常發生於心房纖維顫動的病人。 
32. 有關測量血壓的敘述，下力何者不正確？(A)首次應測量雙手，以較低的那側數值為主 (B)每次測量都應測同一部為

同一姿勢為佳 (C)測量時病人講話可能會導致血壓升高 10% ~40%  (D)壓脈帶放氣速度太慢會造成假性偏高。 
33. 輸血時出現非溶血性熱原反應及處理，下列何者不正確？(A)發生時先停止輸血 (B)與抗原抗體反應有關 (C)主要發

生於以前接受過輸血的病人 (D)處理後若體溫可恢復正常則可繼續輸血。 
34. 靜脈輸液的過程中，病人出現脈搏快而弱、呼吸困難、水腫，護理人員的護理措施何者最正確？(A)立即拔除靜脈

導管 (B)給予病人左側臥 (C)依照醫囑給予利尿劑 (D)以上皆正確。 
35. 關於輸血的敘述，下列何者不正確？(A)輸血的前 15 分鐘速度為 40-60 gtt/min  (B)每單位血製品需在 4 小時內輸完 

(C)加溫器的溫度不可超過 38°C (D)輸血加壓帶的壓力不可超過 300 mmHg。 
36. 對使用導尿管的病人實施膀胱訓練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A)為避免膀胱脹，應減少水分的攝取 (B)應每隔 4 小時

放開管夾一次 (C)睡眠時亦應繼續訓練 (D)使用利尿劑的病人不宜夾管以免膀胱過脹。 
37. 關於 Penicillin test (PCT) 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A)即使病歷記載病人有 penicillin 過敏的經驗，仍然要實施 PCT

做確認 (B)注射藥物單位為 0.1 c.c. (C) 注入藥物前需反抽針心 (D)注射時需同時準備 Epinephrine 至病人單位。 
38. 陳先生因膽囊切除術後傷口疼痛，護理人員依醫囑給予 Demerol 1Amp IM st. ，下列措施何者不適當？(A)注射陳先

生的腹臀區是最安全的部位 (B)注射角度應採90° (C)選擇 21-25 G的針頭較適合 (D)告訴陳先生注射後不需按摩以

使藥物緩慢吸收。   
39. 在精密輸液套內加 Cefazolin 500 mg 後溶液量為 30cc，預計 15 分鐘滴注完畢，則正確的滴速為？(A) 30 gtt/min (B) 

60 gtt/min (C) 90 gtt/min (D) 120 gtt/min。      
40. 為女病人執行單次導尿技術時，下列何者正確？(A)戴上無菌手套後將導尿包內層包布置於病人臀下 (B)第一顆優碘

棉球消毒尿道口 (C)導尿管應深入約 3 – 5 公分 (D)導尿量若超過 500 ml 可能導致休克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