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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每題 2 分) 

1. 管理者應扮演人際角色、資訊角色，以及    角色。 

(A) 監督 (B)領導 (C)傳播 (D)決策。 

2. 做事有    是指獲得成果、做正確的決策及成功地實現決策，以達成組織的目標。(A)效能 (B) 

效率 (C)魄力 (D)果斷。 

3.      認為生產的增加將使工人及管理階層同蒙其惠，這就是動作研究及計件報酬制度沿用

至今的原因。(A)費堯 (B)孫子 (C)泰勒 (D)韋伯。 

4.     提出著名的需求層級論，即是人有生理、安全、社會、尊重及自我實現的需求。(A)馬斯

洛 (B)泰勒 (C)霍桑 (D)韋伯。 

5.     理論是指對員工採取樂觀的、正面的看法。(A) X (B) Y (C)泰勒 (D)韋伯。 

6.  SWOT 分析中的 S是指 (A)明確 (B)可衡量 (C)可達成 (D)成果導向 (E)達成期限。 

7. 「決定處理該項事務之際所要完成的事項與先後順序」是 5W1H 規劃法中的 (A)why  (B)how 

(C)who (D)what (E)when。 

8. 若規劃活動事先已經考慮到可能的環境變遷或偶發事件，並將之納入擬定目標與行動計畫的過

程，稱為 (A)預期性規劃 (B)反應性規劃 (C)行動計畫 (D)情境計畫。 

9. 麥當勞的宣言「成為全世界最好的速食餐廳」是何種目標層級 (A)使命 (B)願景 (C)策略性目標 

(D)戰術性目標 (E)營運性目標。 

10. 管理者在規劃過程中會評估各項環境因素可能出現之變化稱為「預測」，預測又可分質性(判斷性)

預測與量化預測，下列何者「非」量化預測的常見方法 (A)時間序列模式 (B)因果模式 (C)電腦

模擬 (D)專家意見法。 

11. 下列哪種排期工具可以用來追蹤控制各項活動的進度是落後 (A)因果圖 (B)條型圖 (C)柏拉圖 

(D)甘特圖。 

12. 當一位廠長判斷供應商百分之四十可能無法供貨下，進行生產安排，該廠長處於何種決策情境？

(A)確定性 (B)風險性 (C)不確定性 (D)混淆性。 

13. 策略的重要性在於可以協助達成下列何項  (A)設定組織方向  (B)集中組織成員的努力並促進彼

此間的協調  (C)讓內部及外界人士易於瞭解組織  (D)減少不確定性，可以集中資源來提升效率

性  (E)以上皆是。 

14. 若某公司只提供一種產品服務，則該公司之層次策略類型為  (A)單一事業  (B)相關多角化  (C)

垂直整合  (D)無關多角化。 

15. 在同業競爭中，嘗試藉由較好的產品或服務來吸引所有可能的顧客群，此中競爭策略為 (A)差異

化聚焦 (B)成本領導 (C)差異化 (D)成本領導聚焦。 

16. 將企業的經營管理活動分解成相連結之價值創造活動，進而找出降低成本或提升差異化之方法為  

(A)SWOT 分析  (B)PEST 分析  (C)價值鏈分析  (D)定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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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策略管理中何者可以辨識和分析與何者有關的機會和威脅  (A)企業所面臨的選擇  (B)外部環境  

(C)為顧客服務的時間壓力  (D)內部環境。 

18. 同一個職務所負責的工作應盡可能的增加，稱之為(A)職務擴大化 (B)職務豐富 (C)職務簡單化 

(D)職務豐富化。 

19. 下列何種組織結構整合了功能式組織與事業部組織組織的優點？(A)團隊基礎組織 (B)學習性組

織 (C)無疆界組織 (D)矩陣式組織。 

20. 一般而言，下列那一種領導風格最有效? (A)高定規，低關懷 (B)低定規，低關懷 (C)高定規，高

關懷 (D)低定規，高關懷。 

21. 以下何者為「組織溝通」的目的？(A)告知 (B)說服 (C)提升信譽 (D)以上皆是。 

22. 傾聽過程的四階段為(A)詮釋→評估→回應→感知 (B)評估→回應→感知→詮釋 (C)回應→感知

→詮釋→評估 (D)感知→詮釋→評估→回應。 

23. 小明月薪 5 萬元，本來很滿意，可是在路上遇到大學同學小胖，卻發現大學時表現很差的小胖，

月薪竟然有 6 萬元，於是小明感到不服氣，想要要求老闆幫他加薪。請問小明這種想加薪的動機

可以適用激勵的(A)需求理論層次 (B)增強理論 (C)期望理論 (D)公平理論。 

24. 「富有挑戰性的工作」被視為需求層級理論中的(A)自我實現需求 (B)自尊需求 (C)權力需求 (D)

成就需求。 

25. 員工流動率屬於哪類的人力資源績效指標？(A)態度面 (B)行為面 (C)成本面 (D)效用面。 

 

二、問答題 (每題 25 分) 

1. SWOT 分析是針對企業本身優點與缺點，以及環境的機會與威脅所做的策略規劃，但也可以將此分

析運用在檢查個人技能、能力、職業、喜好和職業機會上，因此請你以個人為例，進行 SWOT 分析

來進一步了解自己的優點和弱點，並且仔細地評估自己所感興趣的職業道路之機會和威脅所在。 

 

2. 控制的四項步驟包括建立管理目標的績效標準、衡量實際的績效、比較實際績效與標準績效、評估

結果並採取修正行動。請以此四步驟說明你進入元培科技大學就讀之後，如何控制你的學業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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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護理師觀察到術後 2 小時病患的存留導尿管之蓄尿袋中完全無尿液，下列何種護理措施應該最優先執行？(A) 重新

放置留置導尿管 (B) 立刻通知醫生做緊急處理 (C) 檢查留置導尿系統的通暢性 (D) 執行誘尿措施，以誘使解

尿。 

2. 住院病人主訴三天未解大便，覺得肚子脹，下列何者為最優先之護理處置？(A) 鼓勵病人多喝開水 (B) 鼓勵病人

多活動(C) 請醫師開立灌腸醫囑 (D) 收集其與排便相關之健康史。  

3. 專業性人際關係建立的過程中，「介紹期（orientation phase）」的護理工作重點是：(A) 收集病人資料 (B )鼓勵病

人主動參與護理計畫 (C) 與病人一起評值護理目標 (D) 建立病人的信任感。 

4. 有關專業護病關係的特性，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A) 病患言行採懷疑不信任態度，護理師應表達採接納與了解的

態度 (B) 接受並贊同病人所陳述的一切 (C) 對病人表達同理心 (D) 以開放式溝通與病人進行會談。 

5. 李先生因肺癌住院，預計今日進行肺葉切除術，於晨間護理時，她向主護護士抱怨：「我昨晚一夜都沒閤眼。」此

時最佳的反應為：(A) 你一定是想太多了，放輕鬆一點 (B) 我請醫師開安眠藥，讓你休息一下 (C) 你的氣色看

起來不錯，手術不會有問題的 (D) 看得出來你沒睡好，是什麼原因讓你昨夜沒睡好呢。 

6. 謝小姐 28 歲，預行膽囊切除術，護理人員主動給予相關的術前衛教，但謝小姐不斷的重複詢問說過的注意事項，，

您判斷此時謝小姐處於疾病過程的何期？(A)  感覺徵兆期 (B) 接觸醫療照顧期 (C) 假設生病角色期 (D) 恢復

期。 

7. 當病患說：「我現在要怎麼辦呢？」護理人員回答：「你覺得呢？」或「你認為呢？」其所用之溝通技巧為何？(A)

質問 (B) 懷疑 (C) 澄清 (D) 反映。 

8. 當病人有幻覺的情形發生時，她告訴你她死去的丈夫就在旁邊：「你看他就坐在這裡！他一直都在！」你為其主護

護理師，當時應如何回答比較適當？(A) 「這裡只有你和我，沒有其他人在。」 (B)「我去請精神科醫師過來看

你。」 (C) 「你能不能說的更清楚一些？」 (D)「這你是不是無法接受他過世的事實？」 

9. 針對礦工每年進行胸部 X 檢查以確定有無肺病變，是屬於三段五級的 (A) 促進健康 (B) 特殊保護 (C) 早期診斷

早期治療 (D )限制殘障 

10. 血管硬化的病人，給予降血壓藥物治療，是屬於三段五級中的 (A) 促進健康 (B) 特殊保護 (C) 早期診斷早期治

療 (D) 限制殘障 

11. 陳小弟 13 歲，一年前因腳痛經常跌倒，入院檢查確立診斷為骨髓瘤。護理人員觀察發現陳小弟的母親經常流淚，

因此介紹病友的家長給陳太太認識，是屬於護理過程的那一步驟？(A) 評估 (B) 診斷 (C) 計畫 (D) 執行 

12. 下列護理的理念何者不符合台灣目前護理界的價值觀？(A) 強調人是身心靈及社會合一的個體 (B) 應燃燒自己、

犧牲奉獻 (C) 應提供連續性的護理 (D) 照顧一位個案時應同時了解他的家庭 

13. 下列護理的理念何者不符合台灣目前護理界的價值觀？(A) 強調人是身心靈及社會合一的個體 (B) 應犧牲奉獻、

做一個沒有聲音的人 (C) 應提供連續性的護理 (D) 照顧一位個案時應同時了解他的家庭 

14. 下列哪一個時期的護理是以工作效率為導向，依工作內容來分派工作？(A) 苦行僧主義 (B) 實用主義 (C) 浪漫主

義 (D) 存在主義 

15. 當臨終病人處於哀傷過程中之憤怒期時，下列何者為最適當的護理原則？(A) 告知病人其不宜的情緒發洩並不會增

加對疾病的控制力 (B) 著重於生理需求滿足及引導病人合理表達情緒 (C) 鼓勵家屬與其談話，安排未了之事 (D) 

減少探望，避免病人不必要的情緒發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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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有關皮下注射目的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A) 藥物是經由皮下脂肪組織吸收作用 (B) 注射具刺激性藥物，並可

防止受消化液破壞 (C) 皮下組織是介於真皮層及肌肉組織之間，以慢慢吸收達療效 (D) 藥物作用速度較口服及肌

肉注射快 

17. 有關用熱的情況，下列何者不宜？ (A) 女性經痛熱敷下腹部 (B) 糖尿病人足部使用溫水泡腳 (C) 腦血管疾病病

人頭部置放熱水袋 (D) 痔瘡術後使用溫水坐浴 

18.  王先生腹部手術後需禁食，家屬詢問只打點滴會有熱量嗎？你告知王先生所使用的何種靜脈輸液可以補充熱

量？ (A) 乳酸鹽林格氏溶液  (B) 0.45%食鹽水溶液 (C) 台大 5 號（Taita No.5）(D) 林格氏溶液 

19. 照顧下列傳染性疾病所需採取的隔離方式，何者正確? (A) 庫賈氏症 –腸道防護措施 (B) MRSA – 空氣防護措施 

(C) 阿米巴性痢疾 – 標準防護措施 (D) H1N1 新型流感 – 飛沫防護措施。 

20. 你發現病人有足背凹陷性水腫，下壓後凹陷約有 4mm，你會如何記錄？(A) +  (B) + +  (C) + + +  (D) + + + + 

21. 王先生為 sepsis 的病人，其血液中培養出 VRE，則照顧此病人時的防護措施何者不需? (A) 口罩 (B)負壓隔離病

房 (C) 隔離衣 (D) 手套 

22. 您評估某病人的肋緣角為 100 度，您的解釋下列何者最適當？(A) 「正常」(B) 「過幾天我們在檢查看看是否改

善了」(C) 「這可能是您的肺炎所造成的」(D)「這與您的肺氣腫有關」 

23. 當您觸診病人的鎖骨周圍皮膚有像摸塑膠袋的沙沙聲，此病人最可能的問題為? (A) 肺炎 (B) 肺泡破裂 (C) 慢性

阻塞性肺疾病   (D) 肺擴張不全 

24. 當你聽診腸蠕動音為高音調過度活動的咕嚕聲, 則可能的病理生理學為 (A) 部分腸阻塞  (B) 腸胃炎 (C) 腹膜

炎 (D) laxative use 

25. 當你檢查病人發現肚臍周圍出現藍紫色，你的紀錄為 (A) McBurney’s sign (+)  (B) Murphy’s sign (+)  (C) Puddle 

sign (+)  (D) Cullen’s sign (+)  

26. 續上題, 臨床意義為何? (A) 腹水  (B) 闌尾炎 (C) 黃疸 (D) 腹腔出血 

27. 反彈痛 (Rebound tenderness) 的檢查主要是要確認 (A) 門靜脈是否阻塞 (B) 腹膜炎 (C) 皮腫大 (D) 膽囊炎  

28. 病人接受經蝶鞍腫瘤切除術後第四天，主訴一直流鼻水。護理師以驗尿試紙檢驗鼻水，主為檢測下列何者？(A)

酸鹼值 (B) 鉀離子 (C) 葡萄糖 (D) 潛血反應。 

29. 有關糖尿病酮酸中毒（diabetic ketoacidosis; DKA）之醫療處置與護理，下列何者錯誤？(A) 補充液體 (B) 觀察

鉀離子濃度 (C) 將 NPH 加入大量點滴滴注 (D) 使用 NaHCO3 改善嚴重酸血症。 

30. 下列可做為糖尿病的診斷性檢查之結果，何者除外？(A) 空腹血糖 (FBS) 138 mg/dl (B) 隨機血糖 180 mg/dl (C) 

口服葡萄糖耐量試驗(OGTT)  201 mg/dl  (D) HbA1C  7.2% 

31. 為預防長期合併症的發生，你會衛教堂尿病患維持各項生理數值於下歷理想狀態，下列何者錯誤？(A) PC sugar < 

180 mg/dl (B) LDL < 130 mg/dl (C) HDL > 50 mg/dl (D) HbA1C < 7% 

32. 有關膽囊炎的敘述何者為是？(1) 可能會出現脂肪痢 (steatorrhea)  (2) 吐氣期疼痛加劇  (3) Murphy’s sign (+)  

(4) McBurney’s sign(+)  (A) 123  (B) 13  (C) 124  (D) 14。 

33. 有關腹水及其護理措施的敘述何者為是? (A) 建議採取低鈉飲食  (B) 鼓勵下床活動可減輕水腫症狀  (C) 腹腔

放液單次引流至少要大於 3000ml 才有效果   (D) 給予 albumin 輸液，可以降低膠體滲透壓，促進水份的排出。 

 34. 有關肺癌的敘述，下列何者有誤？(A) 臨床症狀常見有呼吸型態改變及持續性咳嗽 (B) 吸菸是造成肺癌的重要

危險因子 (C) 小細胞癌為最惡性的肺癌類型，生長快速 (D) 腺癌常見於抽菸之男性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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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項 1.本考試禁止使用電子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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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下列關於周邊動脈阻塞性疾病的敘述，何者正確？(A) 霍曼氏徵象 Homans’ sign (+) (B) 應鼓勵病患多下床活動以

促血循 (C) 休息後下肢疼痛加劇 (D) 主要致病機轉為動脈粥狀硬化 

36. 病人有下列何症狀你會判斷他可能為下肢靜脈 s 阻塞性疾病？(A) 皮膚薄、發亮 (B) 溫度冰冷 (C) 腳抬高後皮膚

變蒼白 (D) 皮膚呈現色素沉著 

37. 有關院內感染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A) 史塔克（Stark）指出院內感染通常發生在病患住院 24 小時內 (B) 引

起院內感染的病菌以大腸桿菌最多 (C) 常見的院內感染部位血流感染為次高 (D) 為避免發生院內感染應廣泛

使用抗生素。 

38. 控制感染（infection control）的機轉，下列何者屬於控制傳染鏈中之「阻斷傳染途徑」？(A) 外科無菌技術執行導

尿 (B) 以紫外線燈消毒病房 (C) 保持良好口腔衛生習慣 (D) 定期排空蓄尿袋或引流袋。 

39. 關於抽痰的敘述何者錯誤？(A) 避免於餐後一小時內抽痰 (B) 抽痰順序為氣切口→口→鼻 (C) 每次抽痰不超過 

15 秒 (D) 由器切內管插入抽痰管約 20 – 30 公分 

40. 下列引流管，何者不是運用重力引流的原理？(A)  Cysto-fix  (B)  Sump tube  (C) Hemovac  (D) Pen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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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注 意 事 項 1.本考試禁止使用電子計算機。 

2.試題卷右上角填上准考證號碼，請依題號順序在「答案卷」作答，考完後請將「試題」及「答案卷」一併繳回。 
 

 

一、 單選題（每題 4 分，共 80 分） 

1. 下列關於道家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主要人物為老子、莊子  (B)重視法治，講究功利實用  (C)主張循名而責實  

(D)莊子所著之書稱為道德經。 

2. 《世說新語》的內容多屬於  (Ａ)佛教故事  (B)外交辭令  (C)志怪小說  (D)名士清談。 

3. 孔子在《論語》一書，對於「孝」的論述，下列何者與「孝」無關  (Ａ)父母在，不遠遊；遊必有方  (B)事父母幾

諫，見志不從，又敬不違，勞而不怨 (C)成人之美，不成人之惡  (D)生，事之以禮；死，葬之以禮，祭之以禮。 

4. 唐代傳奇小說，主要以什麼文體來寫作  (Ａ)白話文  (B)古文  (C)駢文  (D)四六文。 

5. 〈蘭亭集序〉文中「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一語之意為何  (Ａ)有人生得意須盡歡的豁達  (B)言以死

生一致、彭殤齊觀，乃虛浮誇誕之談  (C)表達看透生死的喜樂  (D)有生離死別，造化弄人的悲嘆。 

6. 若上聯為「四面荷花三面柳」，其下聯應為何者  (Ａ)一城山色半城湖  (B)萬象回春家有慶  (C)澤及萬民歌大德  

(D)橫眉冷對千夫指。 

7. 下列題辭，何者運用錯誤  (Ａ)「美輪美奐」用於新居落成  (B)「宜室宜家」用於賀新婚  (C)「福壽全歸」用於

祝人壽誕  (D)「作育菁莪」用於賀學校培育人才。 

8. 以下「借代」的名稱，何者正確  (Ａ)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藥品  (B)但願人長久，千里共「嬋娟」：美女  (C)

遭逢「祝融」，付之一炬：水災  (D)沙鷗翔集，「錦鱗」游泳：魚。 

9. 「四十年來家國，三千里地山河。鳳閣龍樓連宵漢，玉樹瓊枝作煙蘿，幾曾識干戈？一旦歸為臣虜，沈腰潘鬢消磨。

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離歌，揮淚對宮娥」以上作品的主題是  (Ａ)思君王不得見之悲  (Ｂ)悲已懷才不遇  

(Ｃ)戰爭流亡之苦  (Ｄ)懷鄉思國。 

10.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是比喻  (Ａ)欺善怕惡  (B)魚肉鮮美  (C)勢不兩立  (D)任人宰割。 

11. 下列各組成語，何者是反義詞  (Ａ)刻舟求劍／食古不化  (B)華蓋雲集／車水馬龍  (C)方興未艾／江河日下  (D)

胼手胝足／駢肩雜遝。 

12. 下列各組成語，意義相通的選項是  (Ａ)生張熟魏／左右逢源  (B)邯鄲一夢／黃粱一夢  (C)唾手可得／唾面自乾  

(D)風流人物／獐頭鼠目。 

13. 下列成語，何者錯誤  (Ａ)緣木求魚  (B)杯水車新  (C)班門弄斧  (D)反掌折枝。 

14. 下列各「」中的解釋，何者錯誤  (Ａ)彌子瑕母病，人「閒」往夜告彌子：悠閒  (B)鯀竊帝之「息壤」：能不停生

長的土壤  (C)火「濫焱」而不滅：蔓延的大火  (D)（王子猷）「經宿」方至，造門不前而返：經過了一夜。 

閱讀下文，回答 15-17 題 

我乃曠野裡獨來獨往的一匹狼。／不是先知，沒有半個字的嘆息。／而恆以數聲淒厲已極之長嗥／搖撼彼空無一物

之天地，／使天地戰慄如同發了瘧疾；／並刮起涼風颯颯的，颯颯颯颯的：／這就是一種過癮。（紀弦〈狼之獨步〉）

15. 作者以狼自喻，主要表現  (Ａ)團結合作的精神  (B)高視獨行的性格  (C)避世絕俗的意圖  (D)嫉惡如仇的性情。 

16. 此詩的精神，與下列何者最為相似  (Ａ)星臨萬戶動（杜甫）  (B)山重水複疑無路（陸游）  (C)花開堪折直須折

（杜秋娘）  (D)念天地之悠悠（陳子昂）。 

17. 下列關於此詩的寫作技巧，何者正確  (Ａ)以「先知」形容智商高低  (B)以「長嗥」表現心中無限的遺憾  (C)以

「天地戰慄」襯托狼嗥的氣勢  (D)以「涼風颯颯」表現內心的淒涼。 

閱讀下文，回答 18-20 題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落木蕭蕭下，不盡長江滾滾來。萬里悲秋常作客，百年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杜甫〈登高〉） 

18. 本詩的頷聯是  (Ａ)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B)無邊落木蕭蕭下，不盡長江滾滾來  (C)萬里悲秋常作

客，百年多病獨登臺  (D)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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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Ａ)文中「百年」是指年紀衰老，晚年  (B)此詩為杜集七言絕句第一  (C)全詩格律工整，

對仗精嚴  (D)此詩寫一己的感懷，一生的悲歡際遇，感觸極為沉鬱。 

20. 此詩所表現的情思，與下列何者雷同  (Ａ)名豈文章著，官應老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B)烽火城西百

尺樓，黃昏獨坐海風秋。更吹羌笛關山月，無那金閨萬里愁。  (C)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

滿別情。  (D)相見時難別亦難，東風無力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蠟炬成灰淚始乾。 

 

二、 引導寫作：20% 

【說明】1.現在大專院校的學生面對壓力，有的像草莓般脆弱，有的像皮革般堅韌，而你是怎樣的呢？請寫一篇

關於你自己面對壓力的文章。 

2.請用白話文書寫，文長 300 字以內。 

3.不得以詩歌或書信體寫作，違者不予計分。 

【題目】面對壓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