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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固定踝關節傷口的敷料，宜採用何種包紮法？ 

(A) 環形 (B) 八字形 (C) 螺旋形 (D) 螺旋回反形 

2. 有關非快速動眼期第四期沈睡期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出現α波，極易被喚醒，會開始作夢  

(B) 眼球運動快速，肌肉可能突然抽動 

(C) 人體的組織癒合會加快，易發生夜尿及夢遊 

(D) 腎上腺素大量增加，血壓心跳速率增加 

3. 正常尿液中最主要的成份，何者正確？ 

(A) 尿素 (B) 苯酮 (C) 葡萄糖 (D) 膽紅素 

4. 下列何種靜脈輸液不適用於肝功能不好的病人？ 

(A) Half saline  (B) 5% dextrose in water  

(C) 0.9% normal saline (D) Lactacted Ringer’s solution 

5. 有關結核菌素試驗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注射部位為前臂內側 (B) 注射針頭號碼為 21~23 號 

(C) 注射後 12及 24小時查看結果 (D) 紅腫直徑 1.5公分為陰性反應 

6. 內視鏡的消毒宜採何種方式？ 

(A) 氧化乙烯滅菌法 (B) 低溫消毒法 (C) 高壓蒸氣滅菌法 (D) 紫外線照射法 

7. 有關膝胸臥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可用於陰道檢查及陰道灌洗 (B) 病人的姿勢為平躺，床尾抬高 45度角 

(C) 可以預防血壓過低引起的休克 (D) 可以促進產後子宮復原 

8. 適用於脊椎關節的按摩方法，何者正確？ 

(A) 拍擊法 (tapotement) (B) 重擦法(friction) 

(C) 按撫法 (stroking)  (D) 揉 法 (kneading) 

9. 有關成人大量灌腸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病人採左側臥式 

(B) 溶液溫度為攝氏 36~38度 

(C) 肛管插入的深度為 2~4公分 

(D) 水面至肛門的垂直距離為 18~24公分 

10. 有關男病人導尿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導尿管插入尿道之長度為 8公分   

(B) 固定的氣囊應卡於膀胱中之尿道口 

(C) 固定的氣囊是以空針打入 2毫升的空氣 

(D) 以膠布將導尿管固定於下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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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何者屬於低渣飲食？ 

(A) 米飯、肉  (B) 牛奶、麵糊 

(C) 乳酪、蔬菜  (D) 水果、粗穀類 

12. 測量成年人鼻胃管插入的長度，何者正確？ 

(A) 由鼻尖經耳垂至劍突的長度 

(B) 眉間至劍突的距離 

(C) 眉間至劍突與臍距離的中點 

(D) 鼻尖經耳垂至臍的距離 

13. 會使呼吸速率增加的藥物，何者正確？ 

(A) 嗎啡 (B) 鎮靜劑 (C) 麻醉劑 (D) 抗膽鹼素 

14. 下列何項技術不是應用外科無菌技術？ 

(A) 肌肉注射 (B) 傷口換藥 (C) 插鼻胃管 (D) 腰椎穿刺 

15. 酒精拭浴所用的酒精濃度百分比，何者正確？ 

(A) 90 (B) 70 (C) 50 (D) 30 

16. 陳先生由國外旅遊返國，有不明原因的發燒，懷疑是瘧疾，每天的體溫變化有時高於正常
體溫，有時低於正常體溫，試問屬於何種發燒型態？ 

(A) 回歸熱 (B) 恆常熱 (C) 間歇熱 (D) 弛張熱 

17. 病人說：「我不怕打針」，而護士判斷他害怕打針。下列何項不是支持此判斷的依據？ 

(A) 說話時眼神逃避  (B) 雙手扭絞  

(C) 注射部位之肌肉緊縮 (D) 修飾整潔的外表 

18. 有關全責護理 (primary nursing)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所需經費最少 (B) 與醫師間的合作較差 

(C) 能提供個別性及連續性的護理 (D) 可節省護理人力 

19. 下列活動何者為護理獨立功能？ 

(A) 準備給予靜脈輸液 (B) 改變牽引的重量 

(C) 評估服藥後的反應 (D) 抽血檢查 

20. 針對高危險群提供篩檢是屬於何種保健服務？ 

(A) 初段保健的促進健康 (B) 初段保健的特殊保護 

(C) 次段保健的早期診斷和治療 (D) 末段保健的限制殘障 

21. 給予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島素的部位，何者錯誤？ 

(A) 上臂外側  (B) 小腿前側 

(C) 大腿外側  (D) 大腿前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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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體溫記錄單中，紅色空心圓代表的意義，何者正確？ 

(A) 脈搏 (B) 肛溫 (C) 呼吸 (D) 心尖脈 

23. 進行心肺甦醒術之前及過程中評估脈搏的部位，何者最適當？ 

(A) 顳動脈 (B) 頸動脈 (C) 肱動脈 (D) 橈動脈 

24. 護理人員對於結腸造 病人示教造 口之處置，為護理過程之何步驟？ 

(A) 評估 (B) 診斷 (C) 計畫 (D) 執行 

25. 以生物醫學的觀點，什麼是健康？ 

(A) 是宿主可以扺抗環境中病原體的狀態 

(B) 具有一種能積極面對生活問題的能力 

(C) 身心免於紊亂、無病以及無傷害的狀態 

(D) 指個人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實現自我 

26. 外傷引起右腿出血，下列措施何者最適當？ 

(A) 不可使用止血帶  (B) 宜在傷口下方加壓止血 

(C) 避免將患肢抬高  (D) 使用指壓法壓迫股動脈 

27. 關於抗癌藥物的準備，何者正確？ 

(A) 應使用治療巾舖於工作檯面上  

(B) 工作人員配藥時需穿隔離衣 

(C) 注射器抽出過量藥物時，應排除於水槽中 

(D) 眼睛被藥物濺到時，應立即注射拮抗藥物 

28. 護理體外放射線照射的患者，何者最適當？ 

(A) 照射時間宜安排在餐後 1小時 

(B) 4小時內應隔離，勿離開病室 

(C) 照射膀胱部位的患者宜多喝開水 

(D) 頭頸部照射者應減少張口的機會 

29. 有關傳染病的敘述，何者正確？ 

(A) 退伍軍人症是透過皮膚接觸傳染 

(B) Widal Test主要用於檢測傷寒 

(C) 登革熱的傳染媒介為三斑家蚊 

(D) 替霍亂個案量血壓時應穿上隔離衣 

30. 患者接受胃切除手術後，主訴喉嚨痛、右小腿有壓痛及水腫情形，下列何項措施最適當？ 

(A) 告之喉嚨痛是因為久未進食而引起 

(B) 告之待麻醉恢復後水腫就會消失 

(C) 執行霍曼徵象測驗（Homan’s sign test） 

(D) 立即停止靜脈點滴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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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關結腸造 灌洗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水溫約為攝氏 38~40.5度 (B) 錐狀頭伸入造 口內約 2公分 

(C) 腸絞痛是正常現象，應繼續灌洗 (D) 灌入的水量約為 1500毫升 

32. 有關 B型肝炎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只有年輕人會感染 (B) 抽血後傷口不宜加壓 

(C) 患者不可捐血  (D) 減少水份的攝取 

33. 有關氣喘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呼吸喘鳴音突然消失表示情況改善 

(B) 最大呼氣流速的正常值與性別無關 

(C) 測出最大呼氣流速可做為給藥的參考 

(D) 應避免使用類固醇藥物 

34. 有關排除痰液的順序，何者最適當？  

(A) 噴霧法→姿位引流→深呼吸、咳嗽 

(B) 叩擊→姿位引流→噴霧法 

(C) 姿位引流→蒸氣吸入→深呼吸、咳嗽 

(D) 給氧→抽痰→姿位引流 

35. 中心靜脈壓(central venous pressure)為 16㎝ H2O，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主要在反應右心房的壓力  

(B) 進行穿刺時，個案頭宜朝向穿刺側 

(C) 宜補充大量靜脈輸液 

(D) 穿刺後應以聽診器確定導管位置 

36. 有關硝化甘油(NTG)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藥物於開瓶後 1年內有效 

(B) 應放置於暗色玻璃瓶內 

(C) 可以每隔 3分鐘含一顆，連續 5顆 

(D) 含於舌下有燒灼感表示藥物失效 

37.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後第二天，體溫攝氏 37.5度，心尖脈弱、100次/分，足背動脈脈搏觸

摸不到，手指麻木刺痛，下列敘述何者最適當？ 

(A) 個案出現感染的症狀 (B) 宜給予離子交換樹脂 (kayexalate) 

(C) 個案可能有栓塞的情形 (D) 宜限制鈣的攝取 

38. 尿毒病人經永久性動靜脈 管執行透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手術後可抬高接受 管成形術之肢體 

(B) 手術後第二天開始使用 管於透析治療 

(C) 每次透析結束宜鼓勵個案儘快下床活動 

(D) 觸摸 管處有震顫感表示手術失敗 



護理類 專業科目（二） 

共 8 頁                                        第 6 頁 

39. 有關急性腎絲球腎炎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尿液中不會出現紅血球 (B) 避免使用利尿劑 

(C) 採高鉀、高蛋白飲食 (D) 急性期宜臥床休息 

40. 糖尿病患者的護理指導，何者正確？ 

(A) 鼓勵多食用冬粉、蕃石榴以降低血糖 

(B) 每晚睡前用溫水浸泡足部以促進血循環 

(C) 胰島素注射後於注射部位按摩以利吸收 

(D) 可監測糖化血色素以了解二個月內血糖控制情形 

41. 次全甲狀腺切除術手術後的護理，何者正確？ 

(A) 由觸摸前胸，測知有無出血 

(B) 應評估個案的發聲情形 

(C) 個案應避免咳嗽運動 

(D) 一週內避免頭頸部關節運動 

42. 全髖關節置換手術後的護理，何者正確？ 

(A) 坐下時兩腿應採併攏姿勢 (B) 撿拾地上物品時可彎曲兩側膝蓋 

(C) 翻身時移除兩腿間的枕頭 (D) 手術後三個月內使用助行器 

43. 下肢截肢手術後的護理，何者最適當？ 

(A) 手術三天後採仰臥，抬高患肢 (B) 殘肢上給予乳液塗擦 

(C) 幻肢痛不可使用止痛藥 (D) 不可將殘肢置於枴杖橫桿上 

44. 李先生突然發生上肢無力、視覺喪失，持續約 5分鐘，20分鐘後即恢復正常，下列何項
措施最適當？ 

(A) 儘快就醫  (B) 增加睡眠時數 

(C) 立即服用 mestinon (D) 每日泡熱水澡 

45. 服用 levodopa 的病人，下列何項措施最適當？ 

(A) 測量躺、坐及站立的血壓 (B) 減少水份的攝取 

(C) 給予約束，避免下床 (D) 提供低纖維飲食 

46. 有關白內障病人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白內障的主因是遺傳 (B) 個案對某些顏色的辨認較差 

(C) 手術後頭痛、眼睛紅是正常的 (D) 手術後臥床宜睡向患側 

47. 初次接受 HIV抗體檢驗的個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免疫酵素分析法(ELISA)是唯一的檢驗方法 

(B) HIV抗體呈現陰性反應表示未受感染 

(C) 呈現陰性反應需於三個月後再次接受檢查 

(D) 個案應從家中搬出，獨自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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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有關全身紅斑性狼瘡的敘述，何者正確？ 

(A) 蝴蝶狀紅疹在太陽照射下更明顯 

(B) 關節處不會受到侵犯 

(C) 補體(C3、C4)會明顯上升 

(D) 紅血球沈降速率(ESR)會下降 

49. 有關骨髓炎的敘述，何者正確？ 

(A) 主要原因為院內感染 (B) 需要使用抗生素，直到培養結果為陰性 

(C) 個案需絕對臥床休息 (D) 應攝取高熱量、高蛋白質的飲食 

50. 有關缺鐵性貧血症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好發於停經後的婦女 (B) 紅血球的特徵為形狀變小 

(C) 呼吸緩慢為其臨床表徵 (D) 服用鐵劑期間糞便會變成灰白色 

《以下空白》 

 

 

 

 

 

 

 

 

 



護理類 專業科目（二） 

共 8 頁                                        第 8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