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 培 科 學 技 術 學 院    

九十三學年度第日間部     四年制轉學入學考試 

    護理系     

 基 本 護 理 學 試 題  

 

准考證號碼□□□□□□ 
注 意 事 項 請先在試題卷首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填上自己的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案卡」、「試題」一併繳回。 

 

選擇題：請選擇一個最適合的答案填寫答案紙上（共 50 題，每題 2 分） 

1. 王先生因手部外傷接受手術，手術後以彈性繃帶包紮傷口，手術後第二天王先生主訴傷口疼痛，無法入睡，您是其

主護護士，下列處理何者最適宜？(A)告訴病人這是正常現象，實在無法忍受可以打止痛藥 (B)請家屬多陪伴，以轉

移其注意力 (C)檢查彈性繃帶是否包紮過緊 (D)待醫囑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2. 護理人員執行任何護理活動時，應以下列何者為第一優先考慮？ (A)病人的治療效果 (B)家屬的需求 (C)工作人員

的需求 (D)病人的安全。 

3. 為預防意識清楚但身體衰弱之老人從床下跌下來，下列護理措施何者不合適：(A)圍上床欄杆 (B)幫老人綁約束帶 

(C)降低床的高度 (D)置物於老人易取之處。 

4. 王太太因明天要接受乳房切除手術，向您表示「我實在煩惱手術不知道會怎麼樣，都睡不著」，此時您的反應，下列

何項是最適當的？(A)「一切都會過去的，您不要太擔心了！」 (B)「醫師的技術很好，不會有問題的」 (C)「不

睡不行喔！明天會沒體力，我拿顆安眠藥給您吃，讓您好好睡一覺」 (D)「您說煩惱手術，是指些什麼呢？」。 

5. 當醫師告訴王先生他的病情只有半年的壽命之後，王先生陸續告訴護士他對未來的理想、樂觀的計畫五年後要去國

外進修，以及當他病好時他要去旅行，依 Kubler-Ross 的分期，王先生屬於哀傷反應的那一期：(A)否認期 (B)憤怒

期 (C)磋商期 (D)接受期。 

6. 病患資料收集中有主觀資料與客觀資料，下列那一項資料敘述是屬於病患之客觀資料？(A)體溫 37℃（x） (B)傷口

疼痛 (C)呼吸困難 (D)睡不著。 

7. 護士利用視覺較能觀察到的症狀是下列何項？(A)體溫 (B)血壓 (C)傷口出血 (D)麻木感。 

8. 陳先生因明天將接受胃切除手術，術前需做腸道準備，今天有一醫囑：Dulcolax 2＃P.O. h.s. & Dulcolax （Supp.）1

＃P.R. C.M.，下列有關這個醫囑的執行，何者正確？(A)今天晚上 6 點口服二顆 Dulcolax (B)今天睡前由直腸給予二

顆 Dulcolax 栓劑 (C)有需要時可由直腸給予一顆 Dulcolax 栓劑 (D)明天一大早由直腸給予一顆 Dulcolax 栓劑。 

9. 下列有關王先生的飲食記錄，何者較完整？(A)王先生胃口不好 (B)王先生肚子不餓 (C)王先生早上吃了一片土

司，喝了半杯果汁 (D)王先生沒有吃完全部的早餐。 

10. 「鼓勵病人早期下床活動」於「焦點記錄法」中是屬於下列何者？(A)衛教 (B)反應 (C)護理行動 (D)資料。 

11. 下列何者為「病人到達時已死亡」之英文縮寫？(A)A.A.D. (B)D.O.D. (C)D.O.A. (D)E.D.C.。 

12. 一早李小姐向護理人員抱怨昨晚未睡好，此時護理人員應有的處置是下列何者？(A)不再打擾李小姐，請她趕快休

息 (B)收集有關李小姐未睡好的資料 (C)執行集中護理以利李小姐休息 (D)呼叫醫師給予李小姐安眠藥服用。 

13. 李先生已臥床 10 日，今天預定下床活動，協助在床上坐起後，測得的脈搏為 110 次／分鐘，呼吸 28 次／分鐘，但

主訴並無不適亦不感頭暈，此時以下處理措施，何者較為恰當？(A)協助坐五至十分鐘後，再測脈搏呼吸，若在正常

範圍，即可協助下床 (B)應立即協助平躺休息，當日不宜下床活動 (C)因自覺無不適，應可立即協助下床活動 (D)

告知個案目前他的脈搏呼吸狀況，讓個案自行決定是否要下床。 

14. 當孫先生因車禍導致大量出血，此時預備為孫先生輸血，下列何者為孫先生最需要的血液成份？(A)全血 (B)紅血

球濃縮液 (C)血小板 (D)冷凍血漿。  

15. 在為病患做全關節運動中的「旋前」與「旋後」動作時，其適用部位為下列何者？(A)肩關節 (B)前臂 (C)髖關節 

(D)足部。  

16. 張老太太 80 歲，因中風住院，右半邊癱瘓，長期臥床休息，大部分日常生活照顧需依賴他人。護理人員為李老太



太執行右側肩關節內、外旋被動運動時，正確的支托位置為：(A)腕、肘 (B)前臂、上臂 (C)腕、肩 (D)肘、肩。 

17. 當一位護理人員要協助病人由平躺轉向右側臥時，下列之敘述何項不正確？(A)護理人員應站在病人右側，使病人

面向護理人員翻身 (B)護理人員應站在病人左側，利用向外推動的方式來翻身以節省力氣 (C)應將病人右手上移到

頭並微屈曲，左手放在胸前或身側 (D)應將病人左腳彎曲、右腳伸直。 

18. 下列有關右側肢體偏癱病患穿脫上衣之敘述，何者正確？(A)先脫左側衣袖，先穿右側衣袖 (B)先脫右側衣袖，先

穿右側衣袖 (C)先脫左側衣袖，先穿左側衣袖 (D)先脫右側衣袖，先穿左側衣袖。 

19. 在為病患確立護理診斷時，下列何者不包括？(A)個案現存或高危險性的健康問題 (B)導致個案問題的相關原因 

(C)個案護理的預期結果 (D)個案因問題所產生的症狀與徵象。 

20. 護理目標是「病患三天內能建立一天一次排便的習慣」，下列敘述的護理指導，何者不宜？(A)每日早餐後養成排便

習慣 (B)每日攝水量達 2000 ml (C)增加每日的活動量 (D)每日以甘油球灌腸。 

21. 下列住院病人情況之敘述，何者不屬於院內感染？(A)病人住院之前已有尿路感染，在住院期間的尿液培養仍為原

來之微生物  (B)靜脈留置針注射部位有化膿現象發生 (C)外科手術後引起的傷口發炎、化膿 (D)病人在入院時尚

未發生，而在住院期間經培養證明之菌血症。 

22. 有關保持物品無菌原則，何項敘述正確？(A)使用無菌用品，須保持在下腹部以上 (B)布包裝的消毒物品，有效期

限在三天內  (C)不可面對無菌區說話，也不可背對無菌區 (D)添加無菌物品至無菌區內，以手拉住無菌包的外緣持

住無菌物品。 

23. 測量血壓步驟中，下列何者為是？(A)放氣速度為 5～7 毫米汞柱／秒 (B)壓脈帶下緣須置於上臂距肘關節窩 1 吋處 

(C)一般以測左手臂血壓為準 (D)血壓計的最高點與心臟同一水平高度。 

24. 王先生因肺炎住院，測其體溫為攝氏 38 度。依正常之生理狀況，體溫平均每增加攝氏 1 度，基礎代謝率將會如何

變化？(A)增加 13％ (B)增加 20％ (C)降低 13％ (D)降低 20％。 

25. 有關呼吸的測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兒科病人宜先行測量體溫，再測呼吸 (B)成人正常每分鐘呼吸速率約為

12～20 次 (C)病人之前若有運動應先休息 15～30 分鐘 (D)呼吸記錄以黑筆劃實心點記錄。 

26. 王小妹手臂點滴注射處沿著靜脈出現一條紅線，局部紅、腫、熱、壓痛，以下的措施，那一項不適宜？(A)停止該

靜脈之注射 (B)熱敷 (C)通知醫師 (D)黃藥水（Rivanol）冰敷。 

27. 下列有關治療飲食與疾病控制的敘述，何者為非？(A)低蛋白飲食用於尿毒患者 (B)低鈣飲食是使用來避免腎結石

形成 (C)低普林飲食用於高血膽固醇患者 (D)低鹽飲食適用於高血壓患者。 

28. 吳太右側乳房行根除術（Radical Mastectomy）後，醫師放置 Hemovac Suction 引流傷口分泌物，其引流之原理為何？

(A)毛細現象 (B)真空抽吸 (C)重力引流 (D)滲透力。 

29. 營養不良的病人容易發生水腫現象，最常見的原因為下列何者？(A)血量不足 (B)貧血 (C)球蛋白不足 (D)白蛋

白不足。 

30. 有關盤尼西林皮膚試驗（P.C.T.）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非？(A)採皮內注射 (B)以 Penicillin 100 單位注入 (C)注射

後 48～72 小時檢查反應 (D)緩緩注入藥物，讓皮膚凸起一個小水泡。 

31. 護士在協助病人移向床頭或協助病人下床坐輪椅時，護士在支撐病人時，雙腳之正確姿勢為：(A)雙腳併攏，膝蓋

彎曲 (B)雙腳分開、平行與肩膀同寬 (C)分開雙腳，一腳前一腳後，膝蓋彎曲 (D)分開雙腳，一腳前一腳後，伸

直膝蓋。 

32. 為病患做口腔衛生時，下列何種方法不宜做為刺激牙齦血液循環的方式？(A)使用牙刷 (B)使用牙籤 (C)使用牙線 

(D)按摩牙齦。 

33. 王先生因骨折接受手術需臥床休息，現有便意卻解不出，醫囑用軟便塞劑。您要執行此技術，下列所述步驟，何者

為非？(A)王先生最好採右側臥且靠床邊，以便下床解便 (B)以 K-Y 軟膏潤滑栓塞劑尖端，以利塞入 (C)一般以食

指將塞劑推入 3～5 cm 深度，以防塞劑滑出 (D)教導王先生儘量平躺 15 分鐘，以利藥物被吸收。 

34. 抗生素 gentamycin 藥瓶上註明「2 ㏄.溶液中含 80 mg 藥物」，醫囑給予病患 60 mg 時，護理人員應從瓶中抽出多少

㏄溶液？(A)0.75 ㏄ (B)1 ㏄ (C)1.5 ㏄ (D)1.75 ㏄。 

35. 魏先生，70 kg，其「輸入輸出記錄單」記錄前日 24 hrs 的總輸入量，其中 IVF 1000ml，PO 1800ml；排出量是 Urine 

2200ml, Stool 1 次（中量），N-G Decompression 10 ml。請評估林先生輸出入量的狀況，是屬於下列何者？(A)輸入量



＞輸出量，會造成水份攝取量過多（Overhydration） (B)輸入量＜輸出量，排出量過多，易造成脫水（Dehydration） 

(C)林先生的總輸出量佔輸入量，約 54％ (D)輸出量與輸入量近相等，生理狀況優。 

36. 鈉離子（Na＋）在血漿中的正常值為：(A)3.5～5.0 mEq/L (B)98～106 mEq/L (C)135～145 mEq/L (D)25～29 

mEq/L。 

37. 若嘔吐厲害或持續過久會造成下列何種問題？(A)代謝性酸中毒  (B)代謝性鹼中毒 (C)血清磷濃度過高  (D)血清

鉀濃度過高。 

38. 為病人輸血時，若病人出現搔癢、皮膚疹、發冷、發熱、頭痛等現象。護理人員立即的處理措施是：(A)通知醫師

來處理 (B)停止輸注，換上生理食鹽水輸液 (C)給予抗組織胺及解熱劑 (D)給予 Heparin 靜脈滴注，預防 D.I.C.

之發生。 

39. 王先生剛行膽結石手術後，醫師開立醫囑為：5％G/S 1500 ㏄ IV, qd 及 Lactated Ringer（LR）1000 ㏄ IV, qd。請依

此醫囑列出病人接受靜脈注射輸液投予的適當順序：(A)5％G/S1500 ㏄→LR 1000 ㏄ (B)LR 500 ㏄→5％G/S 1500 ㏄

→LR500 ㏄ (C)5％G/S 1000 ㏄→LR 500 ㏄→5％G/S 1500 ㏄→LR500 ㏄ (D)5％G/S 500 ㏄→LR 500 ㏄→5％G/S 500 

㏄→LR500 ㏄→5％G/S 500 ㏄。  

40. 王太太接受全靜脈高營養療法（TPN），因血色素低，準備輸血，現左手有一靜脈注射導管，已輸注二天無紅腫現

象，但滴注速度較慢且微有滲液，下列護理措施何者最適當？(A)由現有靜脈注射處輸血 (B)注射另外一個部位，做

為輸血途徑 (C)拔除原有靜脈注射，更換注射部位以便輸血 (D)由中心靜脈導管輸血，暫停全靜脈高營養輸液。 

41. 王小姐因高燒不退而有脫水現象，此時實驗室的檢查資料下列何項正確？(A)血紅素增加、尿液濃縮比重上升、血

尿素氮增加、肌酸正常 (B)血紅素增加、尿液濃縮比重下降、血尿素氮增加、肌酸上升 (C)血紅素增加、尿液濃縮

比重上升、血尿素氮下降、肌酸下降(D)血紅素下降、尿液濃縮比重上升、血尿素氮增加、肌酸上升。 

42. 護理人員與病人的對話如下：護理人員：「早安，張先生，您好嗎？」張先生：「喔！我還好！但我開始懷疑我是不

是會復原！」護理人員：「喔！您現在該吃藥了！」以上的溝通內容中，護理人員使用下列那一種阻斷有效溝通的情

況？(A)陳述自己的意見 (B)改變話題 (C)很快提出結論 (D)不適當的再保證。  

43. 呂太太因泌尿道感染住院治療，尿液培養結果為大腸桿菌（E. Coli）感染，下列護理指導，何者最適宜？(A)請醫師

開立存留導尿醫囑，並在執行後同時作會陰沖洗 (B)教導每次解完大、小便後，應由前往後擦拭，並作會陰沖洗 (C)

教導呂太太平日也應常更換衛生棉墊，並常作會陰灌洗 (D)教導呂太太多攝取柑橘類果汁，以防 pH 值改變。 

44. 當病人解出糞便呈柏油色（Tarry stool），下列常見的原因何者除外？(A)食用大量的深綠色蔬菜與內臟 (B)上腸胃

道出血 (C)痔瘡出血 (D)服用鐵劑。 

45. 林太太為胃癌末期患者，當護理人員踏入病室時，林太太往門邊丟了一個杯子過來，口中大喊：「為什麼是我，我

才辛苦把孩子養大，就得這種病」。請問林太太的行為表現是？(A)否認期  (B)憤怒期 (C)磋商期 (D)憂鬱期。 

46. 臨終病人意識不清時，為利於口中黏液之流出，最適宜採取之臥姿為：(A)仰臥 (B)半坐臥 (C)側臥 (D)高坐臥。 

47. 呂太太準備出院，護理人員教導病人居家自我照護的事項，下列何者例外？(A)告知服藥方法 (B)教導尋找資源 (C)

告知每天日常活動的保健常識 (D)告知藥物服完後可自行購買。 

48. 王先生因車禍由急診入院，您是他的全責護士，對於王先生首要的入院護理是：(A)測量意識及生命徵象 (B)給予

環境介紹 (C)測量身高、體重 (D)收集家庭史。 

49. 郭先生疾病未癒，仍需住院治療，但郭先生堅持一定要出院，此情況稱為：(A)同意出院 (B)自動出院 (C)強迫出

院 (D)轉院。 

50. 轉移注意力是處理病人疼痛方法之一種，下列有關敘述，何者為非？(A)是將個人的注意力由痛覺轉移，而集中在

其他刺激上 (B)一個人能轉移其對疼痛的注意力，代表他根本不痛 (C)誘導性的想像也是一種轉移注意力的技巧 

(D)即使一個人嚴重的疼痛，也能將注意力轉移。 

 
 
 
 
 

 



 

     元 培 科 學 技 術 學 院    

九十三學年度日間部     四年制轉學入學考試 

    護理系     

            

 解 剖 學 試 題  

 

准考證號碼□□□□□□ 
注 意 事 項 請先在試題卷首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填上自己的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案卡」、「試題」一併繳回。 

1.依解剖學位置, 小指是在拇指的那一個相對位置?(A) 內側 (B) 遠端 (C) 外側 (D) 後方 

2.覆蓋於身體或組織外表,形成體腔內襯或構成腺體的是:(A)結締組織 (B) 神經組織 (C)肌肉組織 (D) 上皮組織 

3.皮膚之功能下列何者「不」正確?  (A) 保護作用 (B) 感覺作用 (C) 分泌皮脂及汗 (D) 與維生素 A之形成有關。 

4.下列器官中，何者之內襯上皮屬於變形上皮  (Transitional epithelium)? (A) 氣管 (B) 食道 (C) 輸尿管 (D) 小

腸 

5.外展的姿態恢復到解剖位置的運動叫做: (A) 環行 (B) 彎曲 (C) 內旋 (D) 內收 

6.屬於顱骨的骨頭為 (A) 顴骨 (B) 篩骨 (C) 下鼻甲 (D) 下頜骨 

7.腦下垂體位於頭骨的(A) 枕骨之枕骨大孔 (B) 篩骨之蝶鞍 (C) 蝶骨之蝶鞍(D) 顳骨之乳突 

8.腕關節無法作以下何種動作 : (A) 伸 (Extension) (B) 內收 (Adduction) (C) 旋轉 (Rotation) (D) 迴轉 

(Circumduction) 

9.頂骨與枕骨之間的縫合為 : (A) 冠狀縫合(Coronal Suture) (B) 矢狀縫合(Sagittal Suture) (C) 人字狀縫合

(Lambdoidal Suture) (D) 鱗狀縫合(Squamosal Suture) 

10.構成鼻中隔的骨骼是:(A) 鋤骨和篩骨(B) 蝶骨和篩骨 (C) 鋤骨和下鼻甲 (D)蝶骨和上頜骨 

11.吾人體內最大的副鼻竇(Paranasal sinus)為何?(A)上頷竇 (B)額竇 (C)篩竇 (D)蝶竇 

12.脊柱四段彎曲中,那一段是在嬰兒開始學習站立時促成的?(A) 頸部彎曲 (B) 胸部彎曲 (C)腰部彎曲 (D)薦部彎曲 

13. 坐姿時, 緊靠椅面的硬骨部份是: (A) 股骨頭 (B) 坐骨棘 (C) 坐骨枝 (D) 坐骨粗隆 ( 坐骨結節) 

14. 髕骨與下列何骨相關節? (A) 股骨 (B) 脛骨 (C) 股骨與脛骨 (D) 股骨、脛骨與腓骨 

15. 穿著高跟鞋時足部承受身體重量最多之骨骼為: (A) 趾骨 (B) 舟骨 (C) 跗骨 (D)蹠骨 

16. 皮膚之所以具有伸張性及彈性是由於那一層內含有膠質纖維和彈性纖維? (A) 乳頭層 (B) 網狀層 (C) 皮下層 (D) 

棘狀層 

17.下列何種構造不屬於皮膚的真皮層? (A) 汗腺 (B) 皮脂腺 (C) 基底細胞 (D) 膠原纖維 

18. 下列何者屬於鞍狀關節? (A) 肘關節 (B) 拇指掌腕關節 (C) 肩關節 (D) 蹠間關節 

19. 在膝關節中具有的韌帶是: (A) 橫韌帶 (B) 黃韌帶 (C) 十字韌帶 ( 交叉韌帶) (D) 圓韌帶 

20. 請指出下列肌肉何者與咀嚼有關? (A) 頰肌 (B) 嚼肌 (C) 口輪匝肌 (D) 頦肌 

21.三叉神經的下頷分枝通過以下何孔進入顱腔? (A) 圓孔 (B) 破裂孔 (C) 莖乳突孔 (D) 卵圓孔 

22.下頷骨枝之上部分叉成兩個突出, 那一突出與顳下頷關節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處連接? (A) 冠狀突 (B) 

髁突 (C) 莖突 (D) 乳突 

23. 吾人頸部背面基部可觸診到一個硬瘤, 此係第幾椎骨之棘突所造成的? (A) 第六頸椎 (B) 第七頸椎 (C) 第一胸

椎 (D) 第二胸椎 

24. 肋骨上的肋骨結節和胸椎相關節的部份是胸椎的: (A) 棘突 (B) 橫突 (C) 椎突 (D) 椎體 

25. 下列何種不構成髖骨 (Hip bone)? (A) 薦骨 (B) 腸骨 (C) 坐骨 (D) 恥骨 

26. 將左右兩側 iliac crests 的上緣連接, 其高度約等於 (A)L3 (B)L4 (C)L5 (D)S1 

27. 可伸展前臂的肌肉是: (A) 肱肌 (B) 喙肱肌 (C) 肱三頭肌 (D) 肱二頭肌 

28. 施行臀部注射時, 為免傷及下方之坐骨神經, 通常於下列何處施打最為理想: (A) 臀小肌(B) 臀中肌(C) 臀大肌 

(D) 腰大肌 

29. 大腿前面的肌肉收縮時, 可產生何種動作? 　1伸大腿　2屈大腿　3伸小腿　4屈小腿 (A) 2,4 (B) 1,2 (C)  

2,3 (D) 1,4 

30. 下列何者是正確的心肌興奮傳導路徑? 請將正確頎順序選出 ( 箭頭代表傳導順序 ):1希氏束2蒲金氏纖維3心室

肌肉細胞4房室結5竇房結 (A) 5→4→3→2→1 (B) 5→4→1→2→3 (C) 5→3→1→2→4 (D) 5→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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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不是直接由主動脈弓分出來的, 是那一條動脈? (A)頭臂動脈 (B) 左鎖骨下動脈 (C) 左頸總動脈 (D)右頸總動脈 

32.供應大腦的血液為威廉氏環主要來自: (A) 鎖骨下動脈和頸內動脈(B) 椎動脈和頸外動脈 (C)椎動脈和頸內動脈(D) 

鎖骨下動脈和頸外動脈 

33. 人體內最長的靜脈為: (A) 股靜脈 (Femoral Vein) (B) 膕靜脈 (Popliteal Vein) (C) 大隱靜脈 (Great 

Saphenous Vein) (D) 小隱靜脈 (Small Saphenous Vein) 

34. 肝圓韌帶係為胚胎期之何種構造閉鎖而成: (A) 肝動脈 (B) 肝靜脈 (C) 臍動脈 (D) 臍靜脈 

35. 產生精子之處是在下列那一項? (A) 曲細精管 (B) 直細精管 (C) 輸精管 (D) 副睪丸 

36. 睪丸是位於腹骨盆腔外之陰囊內, 後為了下列那一種理由的緣故? (A) 保護其避免創傷 (B) 為了合成分泌男性賀

爾蒙 (C) 順利進行精子生成作用 (D) 維持較高的溫度環境 

37. 卵的受精作用最常發生於: (A) 子宮內膜 (B) 卵巢表面 (C) 輸卵管壺腹部 (D) 輸卵管漏斗部 

38. 位於顎舌弓與顎咽弓之間的凹窩中的是 (A) 顎扁桃腺 (B) 舌桃腺 (C) 咽扁桃腺 (D) 腺增殖體。 

39. 喉壁九塊軟骨中，最底的一塊是:(A) 環狀軟骨 (B) 杓狀軟骨 (C) 喫狀軟骨 (D) 會厭軟骨。 

40. 會厭軟骨一端呈游離狀，其另一端則附著於：(A)甲狀軟骨 (B)舌骨 (C)小角軟骨 (D)杓狀軟骨。 

41. 喉是由幾塊軟骨所圍成?(A)9 (B)10 (C)11 (D)8。 

42. 右腎較左腎為低係因下列何器官壓迫所致? (A) 肝 (B) 胃 (C) 脾 (D) 以上皆非 

43. 膀胱三層肌肉中，其中內層肌肉為(A)環狀肌(B)斜走肌(C)縱走肌(D)以上皆非 

44. 進出腎絲球體內： (A) 都是動脈血 (B) 都是靜脈血 (C) 進入的是動脈血出來的是靜脈血 (D) 動靜脈血相混 

45. 黏液、胃蛋白脢、鹽酸，內在因子分別由何種細胞分泌： (A) 黏膜、主、壁、壁 (B) 黏膜、主、主、壁 (C) 主、

壁、黏膜、壁 (D) 主、壁、黏液、壁 (E) 黏膜、主、主、壁 

46. 下列何者是胃之最高部分? (A) 胃底 (B) 胃體 (C) 幽門部 (D) 賁門部 

47. 製造膽汁 (Bile) 的場所是: (A) 膽囊 (Gall Bladder) (B) 膽管 (Bile Duct) (C) 肝細胞 (Hepatic Cell) (D) 

脾臟 (Spleen) 

48. 介於肛門與陰道口間的部位稱為: (A) 肛門三角 (B) 泌尿生殖三角 (C) 產科會陰 (D) 前庭 

49. 硬腦膜靜脈竇最終注入: (A) 大腦靜脈 (B) 海綿竇 (C) 內頸靜脈 (D) 外頸靜脈 

50.下列何者可分泌腎上腺素?(A)腎上腺皮質絲球帶 (B)腎上腺皮質束狀帶 (C)腎上腺皮質網狀帶 (D)腎上腺體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