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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注意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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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試卷說明：共 50 題，每題 2 分，均為單一選項，答案請寫於答案卷中。 

 
情況題：張先生 25 歲，會計師，未有過去病史，此次因高燒(39。C)、疲倦、臉色潮紅、全身出現紅疹、發癢、下肢水腫、

噁心、嘔吐及全身痠痛現象入院求治，經醫師診斷為急性全身性紅斑狼瘡疾病(SLE)，並辦理住院給高劑量類固醇治療，請

回答以下 1-5 題 

1. 張先生表示：我聽人家說類固醇有很多副作用，那醫師為何還要給我類固醇？何者回答不宜？ (A) 因為類固醇能有效

控制細菌感染  (B)  因為類固醇能有效控制抗原抗體反應   (C) 因為類固醇能有效控制疾病的惡化  (D) 因為類固

醇能有效抑制白血球的活性，控制炎症反應 

2. 此時合宜護理診斷不包括何者？ (A)  高危險性感染   (B) 舒適型態改變   (C) 身體心像改變  (D) 營養少於身體

需要 

3. 此時期的護理措施，何者不宜？  (A) 安排安靜低溫的環境以利休息  (B) 每 4 小時監測生命徵象，並記錄  (C) 協助

口腔護理給予少量多餐  (D) 依醫囑給予 aspirin 降溫止痛 

4. 張先生詢問為何自己會得 SLE，以下回答何者不宜？（A）此病至今原因不明 (B) 此病好發於年輕男性  (C) 此病可

能因壓力或病毒而引發  (D) 此病有遺傳傾向  

5. 予張先生皮膚照顧指導，何者不宜？(A) 可使用乳液滋潤  (B) 出門要穿長袖和戴帽子避免陽光照射  (C)  衣物選擇

薄紗類以利通風  (D) 沐浴水溫以 38~40 度為好 

情況題：李奶奶，77 歲，有糖尿病、高血壓、心臟病、白內障病史，此次因為噁心嘔吐、小便量少(少於 500CC/ 天)和全身

水腫、呼吸喘入院，抽血結果： sugar: 185mg%, BUN/Cr: 67/ 6.5,  Na/K: 145/ 6.0, 經醫師診斷為尿毒症(ESRD)，並進行

緊急血液透析，請回答以下 6-9 題 

6. 此時期合宜的護理措施不包括何者？ (A) 給予半坐臥休息、促進舒適  (B) 觀察意識狀態  (C) 密切監測 I/ O  (D) 給
予下肢抬高、改善水腫 

7. 家屬詢問各症狀發生的原因，不合宜回答為何？(A) 噁心嘔吐是因為尿毒素累積所引發  (B) 呼吸喘是因為心肺負擔過

重所發生  (C) 小便量少 是因為噁心嘔吐水分攝取過少所引起  (D) 尿毒症可能是糖尿病所引發 

8. 家屬詢問：甚麼是尿毒症？不合宜回答為何？(A) 尿毒症是一種腎臟疾病  (B) 尿毒症是血中 BUN, Cr 過高 (C) 尿毒

症需要終生透析治療 (D) 尿毒症最好治療為腎臟移植 

9. 家屬表示：奶奶未來考慮採腹膜透析，請問家中照顧注意事項，不包括何者？(A) 飲食要限制蛋白質的攝取  (B) 執行

腹膜透析過程要注意無菌  (C) 活動時注意安全避免跌倒 (D) 維持大便通暢避免便秘 

10. 糖尿病的描述何者為是？ (A) 糖尿病是因為胰島素過量所引起  (B) 糖尿病控制不良會引發心血管疾病  (C) 控制糖

尿病最好的方法是使用口服降血糖藥 (D) 第一型糖尿病與遺傳有明顯關係 

11. 有關糖尿病居家控制描述何者為非？ (A) 飲食少量多餐，以清淡為好  (B) 多運動，每次以 60 分鐘為好 (C) 若有感

冒、發燒情形，應每 4 小時監測血糖一次 (D) 若上一餐藥物忘記吃，此餐不用補吃 

12. 

 

以下何者顯示糖尿病控制不佳？(A) Sugar (AC): 106mg%  (B) Sugar(PC): 160mg%   (C) HbA1C: 6.2   (D) LDL: 
160mg% 

13. 糖尿病足的預防衛教，不包括何者？  (A) 每天檢查足部有無傷口  (B) 進行足部的運動 (C) 選擇大 1 號的鞋子避免

壓迫 (D) 足部穿厚襪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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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關糖尿病酸中毒(DKA)的描述何者為是？ (A) 是指血糖低於 40mg%所引發的意識昏迷現象 (B) 須使用 50%葡萄糖

治療 (C) 通常發生於第二型糖尿病患 (D) 病人可能會出現體液容積缺失現象 

15. 有關冠狀動脈疾病的描述何者為非？(A) 心絞痛是心肌短暫壞死的現象 (B) 心肌梗塞是心肌永久性壞死的現象 (C)
冠狀動脈疾病是心肌供血量不足的一種現象 (D) 控制不良的冠狀動脈疾病會引發猝死 

16. 當病人在家中心絞痛發作，合宜處置不包括何者？ (A) 舌含 NTG 治療  (B)立刻休息 (C) 坐下深呼吸 (D) 馬上送醫 

17. 以下何種檢查結果顯示患者可能有心肌梗塞？ (A) SGPT 上升  (B) CPK- MB 上升 (C) r-GT 上升 (D) Alk-p 上升 

18. 有關心導管檢查後的護理描述何者為非？ (A) 返室後予床頭抬高 30~45 度  (B)  穿刺部位使用砂袋 2 公斤加壓 (C) 
穿刺肢體避免彎曲  (D) 監測患肢足背動脈 

19. 下列何項不是右心衰竭的典型症狀？(A) 下肢凹陷性水腫 (B) 肝脾腫大 (C) 頸靜脈怒張 (D) 呼吸困難、肺水腫 

20. 以下有關服用 digoxin 注意事項之衛教何者為是？(A) 給藥前須測頸動脈，少於 60 次/分，暫停使用  (B) 容易引發高

血鉀副作用，應定時監測電解質 (C) 若出現噁心嘔吐可能為中毒現象 (D) 血中 digoxin 治療濃度應為維在 10~20mg/dl
之間 

21. 下列有關植入永久性人工心臟節律器病患的護理指導，何者不正確？ (A) 每天監測橈動脈脈搏  (B) 避免接近高壓電

或電磁場  (C) 植入後隔日即開始執行全範圍關節運動，以利恢復  (D)  若要接受核磁共振檢查(MRI) 需要事先告知

醫護人員 

22 有關心臟填塞( cardiac tamponade) 的主要徵象不包括何者？(A) 心搏出量下降 (B) 頸靜脈怒張  (C) 脈搏壓上升

(D) 心音模糊低沉 

情況題：王先生，3 天前完成第五次白血病的化學治療，返家後出現口腔潰瘍、發燒、寒顫、排尿困難而入急診求治，檢驗

結果：血色素(Hb): 6.1，血容積(Ht):32%，白血球(WBC): 900, 嗜中性白血球(Segment):92%, 尿液分析 (U/A): 白血球 5-10，
經醫師診斷白血病併泌尿道感染住進隔離病房，請回答以下 23-25 題 

23. 有效預防王先生二度感染發生的重要措施，不包括何者？(A) 管控訪客數量  (B) 鼓勵攝取新鮮蔬果、增加抵抗力  (C) 
有效環境清潔、消毒  (D) 鼓勵使用口罩 

24. 王先生口腔潰瘍嚴重，有念珠菌感染，導致無法有效進食，而有營養缺失現象，合宜護理措施不包括何者？ (A) 給予

每 2 小時特別口腔護理一次 (B) 建議家屬準備藥用消毒漱口劑  (C) 建議可多吃冰涼高熱量食品  (D) 必要時與醫師

討論營養劑的介入 

25. 有關其泌尿道感染護理建議何者不需要，(A) 鼓勵定時排空膀胱  (B)  建議多喝水  (C) 密切監測尿液性狀  (D) 建
議大便後由前往後擦拭 

情況題：張小姐 32 歲，為家庭主婦，育有 1 女(2 歲)，近一個月因時常感到心悸、胸悶不適、怕熱、煩躁難入睡和體重減輕

而來求醫，診斷為甲狀腺機能亢進，進一步身體評估發現有凸眼和手足麻木抽搐現象，請回答以下 26-30 題 

26. 張小姐詢問為何罹患甲狀腺機能亢進，合宜回答不包括？(A) 是一種內分泌疾病，需要使用甲狀腺素治療  (B) 好發於

生育年齡女性  (C) 情緒或壓力會引發此病的發生  (D) 與碘攝取過多有關 

27 張小姐住院期間何者非每日所需之例行護理評估項目？(A) 體重  (B) 心跳速率  (C) 大便次數 (D) 情緒變化 

28. 合宜護理措施不包括何者？ (A) 鼓勵臥床深呼吸休息 (B) 建議多吃高纖 避免便秘 (C) 淨空走道避免碰撞  (D) 鼓
勵多攝取高熱量高蛋白食物 

29. 張小姐表示自己眼睛很怕光，常有刺痛現象，與評估發現有結膜發炎現象，以下衛教何者不需要？(A) 鼓勵避免長時

間看書 (B) 鼓勵配戴太陽眼鏡 (C) 可使用人工淚液改善  (D) 可多攝取胡蘿蔔素增加視紫的形成 

30. 張小姐詢問居家自我照護重點，何衛教不宜？(A) 平日作息要規律避免熬夜  (B) 若有生育計畫須與醫師討論藥物劑量

(C) 白天多參加社區活動，增加人際互動  (D) 服藥期間，若出現嗜睡、水腫要返院檢查 

情況題：林太太於清晨突然出現耳鳴、頭暈、目眩，噁心嘔吐現象，經醫師診斷為美尼爾氏病 (Meniere’s disease), 請回答

以下 31-32 題 

31. 它是哪一個部位的疾病？(A) 心臟  (B) 下視丘  (C) 內耳  (D) 腸胃道 

32. 合宜護理衛教不包括何者？(A)漸進性改變姿勢 (B) 避免處在壓力變化過大環境(如密閉電梯或乘坐飛機)  (C) 睡前宜

多喝開水，維持體液平衡  (D) 保持情緒平穩 

33. 江老太太右眼行白內障摘除手術，術後之護理何者正確？(A) 指導右眼眼球按摩以減輕腫脹  (B) 若出現眼淚流不止，

可能為感染警訊  (C) 右眼需配戴眼罩，且勿自行清潔  (D) 睡覺時應盡可能睡向右側 

情況題：毛老先生 68 歲，有高血壓病史，前天因急性右大腦出血而入院開刀，請回答以下 34~3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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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手術後必須密切監測有無出現顱內壓上升現象，以下何者非典型徵象？(A) 血壓上升 (B) 呼吸不規則 (C) 體溫上升

(D) 心跳變快 

35. 合宜手術後護理不包括何者？(A) 每日限水 1500CC 以避免腦水腫  (B) 給予每兩小時鼓勵深呼吸咳嗽  (C) 抽痰採低

壓力不連續方式進行  (D) 頭抬高 15 度以利血液回流 

36. 手術後毛老先生有左半側肢體無力現象(肌肉力量 4 分)，以下護理措施何者不宜？(A) 建議家屬下床使用輪椅或輔助

器，以免跌倒 (B) 協助下床時，輪椅應放於左側床頭位置  (C) 設計抗阻力運動計畫 (D) 鼓勵參與自我照顧相關活動

情況題：蔡先生 36.歲，為 B 型肝炎帶原者，此次因為吐血入院治療，診斷為肝硬化併食道靜脈曲張出血，經處置後出血情

況改善，並可進食；今日護理評估結果：有黃疸、腹水、腹脹、小便量少、食慾不振等現象，請回答以下 37~38 題 

37. 肝硬化導致腹水的病理機轉，以下何者為非？(A) 可能與下腔靜脈功能不良有關 (B) 可能與白蛋白不足有關 (C) 可能

與留鹽激素(Aldosterone)過多有關  (D) 可能與抗利尿激素(ADH)過多有關 

38. 預防食道靜脈曲張再度出血合宜的護理措施不包括何者？(A) 食物以溫涼軟質為好 (B) 細嚼慢嚥、避免吃太飽  (C) 
多是取高纖維食物，預防便秘 (D) 避免過度咳嗽 

39. 有關肝性腦病變(肝昏迷)的描述何者為非？(A) 與血中 NH3 過高有關 (B) 食物以低蛋白為好 (C) 可使用 neomycin 
或 lactulose 治療 (D) 過度躁動者宜使用鎮靜劑避免自我傷害 

情況題：韓先生，有 COPD 病史 20 年，此次因感冒呼吸喘不適入院，診斷右下葉肺炎，目前有咳嗽、呼吸喘、痰多現象，

期 PaO2(血氧分壓): 85%，PaCO2( 二氧化碳分壓): 50%，請回答以下 40~41 題 

40. 韓先生合宜的氧氣治療濃度為何？(A) 2L/min  (B) 6L/ min  (C) 35%  (D) 100% 

41. 韓先生住院期間協助拍痰時臥位安排，以下何者正確？(A) 採左側高坐位  (B) 採左側平躺臥位 (C) 採右側高坐臥位

(D) 採右側平躺臥位 

42. 有關肺結核的描述何者為非？1. PPD 為其確立診斷之檢查  2.為分枝桿菌感染  3. 經由空氣飛沫傳染 4. 需要進行隔

離 5. 好發於低社經地位者  (A) 1+2+3+4  (B 2+3+4+5  (C) 1+2+4+5 (D) 2+3+4+5 

43. 肺結核的第一線用藥：INH 常有周邊神經炎副作用，可用何藥預防 (A) B1  (B) B2  (C) B6   (D)  B12 

44. COPD 病患接受肺功能試驗，可能結果不包括何者？(A) FEV1(第一秒用力呼氣容積)會增加  (B) RV(肺餘容積)會增加

(C) TLC(肺總容量)會增加  (D) VC(肺活量)會下降 

45. 有關類固醇副作用描述何者為是  1. 骨質疏鬆 2.低血鈣 3.皮下組織變薄 4.消化性潰瘍 5.低血糖 6.容易感染 (A) 
1+2+3+4+5+6  (B) 1+3+4+6  (C) 1+2+4+6 (D) 2+3+5+6 

陳先生 24 歲，昨日因車禍而導致右腳脛骨骨折，入院後給予開放性內固定復位(ORIF)手術，並以石膏固定達兩天，目前石

膏已乾，請回答 46-48 題 

46. 給予例行護理評估時若發現下列何者，應馬上通知醫師處理？(A) 石膏肢體聞到酸味  (B)  腳趾頭蒼白、冰冷有疼痛

(C)  石膏內有搔癢感  (D) 趾端有浮腫現象 

47. 使用石膏期間，合宜護理指導不包括何者？(A) 若覺石膏內肢體發癢，可用抓癢棒深入其內紓緩  (B) 以棉捲敷裹石膏

邊緣，以免邊緣皮膚受壓 (C) 鼓勵病人多做患肢抬高運動  (D)  教導病人下床使用柺杖或助行器，以免跌倒 

48. 教導陳先生使用柺杖行走原則何者錯誤？ (A) 下樓梯順序為拐杖→患肢→ 健肢  (B) 當要過馬路時，可以四點步態來

快速移動   (C) 上樓梯時應健肢先上 (D) 剛開始步行可採 3 點步態進行 

49. 化學治療常見的腸胃道副作用不包括何者？(A) 口腔炎  (B) 噁心  (C)  便秘  (D) 嘔吐 

50. 當病人被告知檢查結果證實為癌症後 3 天，告知護理師：我現在若是開始改變飲食，是不是就能控制病情，請問此病

患正處於哀傷反應的哪一階段？ (A) 震驚與否認 (B) 憤怒期  (C) 磋商期  (D) 憂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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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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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題：50 題，請將答案填寫至答案卷上 

1. 執行 Penicillin skin test，以一瓶 300 萬單位的 Penicillin，注入 3 c.c.的 D/W 混合後，以 1 ㏄空針抽出 0.1

㏄，再抽 0.9 ㏄的 D/W 混合均勻後打掉 0.9 ㏄，再抽 0.9 ㏄的 D/W 混合均勻後打掉 0.9 ㏄，空針中餘下 0.1 ㏄的

Penicillin 為多少單位？(A)10 萬單位 (B)1 萬單位 (C)1 千單位 (D)1 百單位。 

2. 透過注射 Port-A 注射針，下列活動何者無法完成？(A)抽取血液檢體 (B)輸血 (C)測量中心靜脈壓 (D)滴注高

營養注射液（TPN）。 

3. 護理人員協助病人修剪造口袋黏貼處大小時，應剪多大較適宜？(A)比造口小 0.5～1 mm (B)比造口小 1～1.5 mm  

(C)比造口大 1.5～3 mm  (D)比造口大 3～4.5 mm。 

4. 護理人員站於病患右側為病患實施單次導尿，清潔及消毒尿道口之步驟為何？１塞乾棉球於陰道口 ２優碘棉球擦

右側小陰唇內面 ３生理食鹽水棉球清潔 ４優碘棉球擦中間尿道口 ５優碘棉球擦左側小陰唇內面。(A)５→２→

４→３→１ (B)１→２→３→４→５ (C)２→５→４→３→１ (D)３→５→２→４→１。 

5. 下列給氧方式中，那一種病人可以獲得較精確的氧氣濃度含量？(A)鼻套管 (B)鼻導管 (C)氧氣面罩 (D)卞德

里面罩（Venturi）。 

6. 下列有關拿取無菌敷料的敘述何者有誤？(A) 將容器蓋子移開放置桌上時，蓋子內面向下放置 (B) 以手握緊無

菌料鉗上 1/3 處，鉗尖端合併垂直拿出 (C) 以鉗夾取無菌敷料在無菌區上方 10～15 公分處將敷料放下 (D) 乾

的泡鑷罐應每 8小時更換一次。 

7. 下列有關假牙護理的原則及技巧，何者正確？(A)每天只要於睡前取出清潔一次即可 (B)使用熱水清潔並浸泡 15

分鐘，方能達到消毒效果 (C)置入口腔前應先潤溼，以減少摩擦、方便裝置(D)若為活動性塑膠製假牙，須浸泡

於內有清水或漱口劑的容器中備用。 

8. 護理人員給予病人點眼藥時，下列說明何者正確？(A)將眼藥直接滴在角膜上 (B)勿須遵守無菌原則 (C)滴藥後

以棉球壓住鼻淚管 30～60 秒 (D)護理人員以棉球，由病患之眼角擦拭多餘的藥水。 

9. 替男病人插入存留導尿管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1)插入時陰莖的角度應維持 60～90 度 (2) 潤滑導尿管前端

約 2吋 (3)導尿管應固定於大腿之外前側 (4)尿袋應維持低於膀胱之位置：（A）1, 2  （B）2, 3  （C）3, 4  （D）

1, 4。 

10. 當有疥瘡的病人出院後，為其病人單位實施消毒之敘述，錯誤者為：(A)應穿戴隔離衣、口罩來整理病人單位 (B)

床單及枕套需經滅菌後再清洗 (C)清理後的單位應開窗吹晾 6～8小時再鋪床 (D)病室內的用物以紫外線照射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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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臨床上醫護人員給予病人安慰劑，或對病人隱瞞部分病情，是違背了下列何項倫理原則？(A)自主原則 (B) 保密

原則 (C)誠實原則 (D)公平原則。 

12. 執行護理措施，應隨時注意病患的症狀(symptom)與徵象(sign)，下列哪些項目是屬於徵象？(1)傷口疼痛  (2)體

溫  (3)端坐呼吸  (4)白血球數目：(A)1,2  (B)1,3  (C)2,4  (D)3,4。 

13. 有關右側肢體偏癱個案穿脫上衣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A)先穿右側衣袖；先脫左側衣袖 (B)先穿右側衣袖；

先脫右側衣袖 (C)先穿左側衣袖；先脫右側衣袖 (D)先穿左側衣袖；先脫左衣袖。   

14. 下列敘述為協助病人下床使用枴杖上下樓梯的方法，何者正確？(A)上樓梯時，患肢先上，再來健肢及枴杖 (B)

上樓梯時，枴杖先上，再來健肢及患肢 (C)下樓梯時，枴杖和患肢先下，再來健肢 (D)下樓梯時，健肢先下，

再來枴杖和患肢。 

15. 在鼻胃管灌食前，先灌入 20 ml 溫開水的目的不包括：(A)確定管子是否通暢 (B)刺激胃液分泌 (C)溼潤管壁以

防食物附著於管壁 (D)防止因溶質負荷量過高導致高張性脫水。 

16. 1970 年代後起用之全責護理（Primary nursing），其最大缺點為何？ (A)強調依醫囑做事，照顧無連貫性  (B)

病患無法獲得整體性及高品質護理  (C)照護品質受小組長能力與技巧影響  (D)人力與經費需要量大。 

17. 健康與疾病之間的關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A)一種經常改變的相對性關係  (B)一條有明顯健康與疾病分界的

直線兩端  (C)少數人位於健康與疾病連續線的中間位置  (D)不會因老化過程而影響到兩者位置的改變。 

18. 有關洗手的護理技術，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外科無菌洗手，雙手要保持低於肘部(B)外科無菌洗手，在沖水時

自指尖、手掌到手腕的順序沖洗 (C)內科無菌洗手，雙手要保持低於肘部(D)擦手後，以用過的擦手紙包覆水龍頭，

並關閉之。 

19. 70%的酒精有消毒滅菌的作用，主要應用的原理為何？(A)改變細胞的滲透性  (B)抑制酶的作用  (C)使蛋白質變

性  (D)損壞細胞壁。 

20. 在病歷上常使用的英文縮寫與其中文解釋，下列何者正確？ (A)R/O：確定診斷  (B)D.O.A.：到達時已死亡  

(C)M.B.D.：自動出院  (D)A.A.D.：許可出院。 

21. 醫囑中寫「0.01% Neostigmine Oph solution O.U. q.i.d.」，護理人員應將藥物滴於個案之那一部位？ (A)右

眼  (B)左眼  (C)雙眼  (D)雙耳。 

22. 當個案輸血中，一袋血製品剩15 c.c.時，個案出現皮膚紅疹、癢，下列何項處置最適當？(A)將靜脈穿刺針移除，

暫停給與輸液  (B)調快速度，儘快將剩餘的血製品輸完  (C)由靜脈給與生理食鹽水，取代血製品  (D)丟棄該血

製品，以另一袋血製品代替。 

23. 下列何種情況可執行灌腸？ (A)不明原因的腹痛  (B)嚴重痔瘡  (C)直腸潰瘍  (D)習慣性便秘。 

24. 下列何項生命徵象變化，表示頭部外傷病患腦壓有增加的情形，須迅速通知醫師處理？ (A)呼吸變慢，脈搏變慢，

血壓升高  (B)呼吸變快，脈搏變慢，血壓升高  (C)呼吸變快，脈搏變慢，血壓下降  (D)呼吸變慢，脈搏變快，

血壓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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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列屬於護理人員獨立功能之護理活動為：(A)依常規收集痰液標本，以便做細菌培養檢查 (B)當呼吸急促時，

依醫囑給予3 L/ min氧氣使用 (C)告訴家屬執行隔離措施之重要性，並示範隔離方法 (D)當體溫升至39℃時，

給予p. r. n. scanol 1# 口服使用。 

26. 老人之「寵物治療」主要是在滿足其哪方面的需要？(A)生理的需要（physical needs） (B)安全的需要（safety 

and security） (C)親密關係的需要（affiliation needs） (D)尊嚴及自尊的需要（dignity and self-esteem）。  

27. 主治醫師隱瞞病人罹癌的事實，不告知病人病情，違反下列何項倫理原則？ (A)利益原則 (B)不傷害原則 (C)

自主原則 (D)公平原則。   

28. 屬於醫院中機械性傷害為：1.病人被床角刮傷 2.護理人員碰觸化學性藥物 3.病人使用熱水袋導致皮膚燙傷4.工

友整理廢棄物被針扎傷。(A)1,2 (B)3,4  (C)2,3 (D)1,4。 

29. 在護理活動前要先觀察病人的症狀（symptoms）及徵象（signs），下列哪些項目是屬於徵象？1.腹瀉 2.體溫37.5℃ 

3.血壓為120/80 mmHg 4.冒冷汗。(A)1,2  (B)3,4  (C)2,3  (D)1,4。 

30. 病人向護理人員哭訴：「這樣子都不會好，乾脆死了算了，死了就可以解脫了。」護理人員回答：「您覺得死了就

可以得到解脫嗎？」請問護理人員是運用下列何種治療性溝通技巧？(A)重述 (B)接納 (C)回饋 (D)集中焦點。 

31. 下列何項為開放式問題的敘述方式？(A)「你吃飽了嗎？」 (B)「談一談你這次手術疼痛的經驗？」 (C)「你是

不是覺得很痛？」 (D)「是這個因素導致你胃痛嗎？」。 

32. 下列何者為身體檢查與評估時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方式？(A) 視診 (B )聽診 (C) 觸診(D) 叩診。 

33. 以“S.O.A.P.＂的格式書寫護理記錄時，聽診呼吸音為濕囉音、呼吸費力且使用胸鎖乳突肌、腸蠕動 5～8次／分、

血液檢查：Hb 12g/dL，應該是記錄於哪個項目中？(A)S. (B)O. (C)A. (D)P.。 

34. 醫囑開立 Panadol tab. P.O. S.O.S.，請問其意思為何？(A)需要時給予一顆口服，但二次給藥間需間隔12小時

以上 (B)需要時給予一瓶口服，但二次給藥間需間隔12小時以上 (C)需要時隨時給予一顆口服，12小時後醫囑

自動失效 (D)需要時只可給予一顆口服一次，12小時後醫囑自動失效。 

35. 下列之英文縮寫何者有誤？(A)AAD乃「病人經醫師許可出院」 (B)DOA乃「病人到院時已死亡」 (C)NPO乃「病

人目前禁食中」 (D)ADL乃「病人的日常生活活動」。 

36. 有關書寫護理記錄的注意事項，下列何者正確？(A)不應空白，若留空白，應於該處畫一斜線 (B)記錄內容不但

需陳述客觀事實，也應加上記錄者的分析解釋 (C)護理記錄單的時間欄應為寫記錄的時間為宜 (D) 如有書寫錯

誤，應用修正液擦拭後註明“error＂並簽名。 

37. 當醫院發生肺結核院內感染時，下列何者是阻斷傳染途徑最簡單、直接及有效的方式？(A)全面消毒滅菌 (B)執

行隔離措施 (C)增加易感宿主的抵抗力 (D)殺滅感染源。 

38. 「內科無菌技術」是指：(A)殺滅致病微生物的方法 (B)摧毀或抑制微生物生長的方法 (C)防止致病微生物直接

或間接由人或物傳給他人的方法 (D)保持無菌面無菌狀態的方法。 

39. 有關院內感染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A)抗生素誤用與濫用所造成 (B)最常見的院內感染是傷口感染 (C)執行

侵入性治療時未遵守無菌技術 (D)防止院內感染最基本、最重要的措施是接觸病患前後都需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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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有關約束的原則及注意事項，下列敘述何者錯誤？(A)視需要給予病人使用約束保護，不需有醫囑 (B)每 2 小時

放鬆約束一次 (C)約束胸、腹部應保持其正常的呼吸功能 (D)每 15 分鐘觀察約束肢體的血液循環。 

41. 針對一位中風導致右側肢體完全無力，肌肉力量為「1分」的病人，其患側肌肉關節適合給予執行下列何種運動？

(A)等長運動 (B)被動運動 (C)主動運動 (D)加阻力運動。 

42. 為了保持上石膏病人的肌肉力量，應教導病人患肢做何種關節運動？(A)等張運動 (B)等長運動 (C)被動運動 

(D)全關節運動。 

43. 王先生左側肢體損傷，護理人員協助其下床坐輪椅的正確方法是：1.輪椅放置病人右邊 2.輪椅放置病人左邊 3.

輪椅與床尾成 90 度 4.輪椅與床尾成 45 度。(A)1,2  (B)3,4  (C)2,3  (D)1,4。 

44. 當醫生開立「absolute bed rest」醫囑，以下敘述何者正確？(A)除排便外，都需在床上完成 (B)是維護病患安

全的保護措施 (C) 須臥床但能執行日常生活活動及輕鬆的家事 (D) 須臥床只能執行日常生活的活動。 

45. 使用病人自控式鎮痛法（PCA）控制疼痛時，護理人員應特別觀察下列何項生命徵象的變化？(A)體溫 (B)呼吸 (C)

脈搏 (D)血壓。 

46. 護理人員測量病患心尖脈時，應測量多久較適當？(A)30 秒 (B)1 分鐘 (C)3 分鐘 (D)5 分鐘。 

47. 在體溫單上，體溫、脈搏、呼吸欄中，紅色空心圓圈所表示的，除了發燒處理之後的體溫外，還可用於下列何者？

(A)用氧患者的呼吸次數 (B)心尖脈 (C)不規則的脈動次數 (D)高血壓患者的舒張壓。 

48. 下列有關鼻胃管灌食的敘述，何者錯誤？(A)每次灌食前皆需反抽胃液以評估消化情形 (B)一般灌食時間不應少

於 15～20 分鐘 (C)食物液面至胃部的距離約保持 30～45 公分 (D)灌完每一餐食物後需注入 3～5 c.c.溫開水。 

49. 下列何種症狀不是傷口感染的徵象？(A)傷口疼痛或壓痛 (B)發燒 (C)淋巴結腫大 (D)傷口有出血情形。 

50. 5％葡萄糖溶液 500 c.c.，以精密輸液套管給液，平均給液 10 小時滴完，其速度應調整為多少 gtt/min？(A)10 

(B)13 (C)25 (D)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