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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先生 65 歲，將施行腸道外科手術治療，他表示：「平常什麼事情都是自己做決定的，但

這次不知道怎麼了，覺得沒有家人陪伴，好像心理有一點失落的感覺，這和我以前住院的

經驗很不一樣。」根據馬斯洛 (Maslow) 的基本需求概念，此個案主要反應出下列何項基

本需求？ 
(A) 生理的需求 (B) 愛與所屬感 (C) 自尊自重 (D) 自我實現 

2. 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十七日總統所公布之「護理人員法」，主要規定有以下何項內容？ 
(A) 病患之疾病適應過程 (B) 常規護理活動之操作細則 
(C) 護理人員之業務與責任 (D) 各項護理活動之計費方式 

3. 在醫院中，護士為所照護的個案擔任代言人 (advocator)，下列敘述最能符合此角色的行

為是： 
(A) 完成單位中所有的照護工作 (B) 執行治療措施並評價效果 
(C) 為個案爭取獲得適宜的照護 (D) 教導個案家屬常規照護的方法 

4. 護理人員執行醫療照護活動前能向個案解釋，讓個案有機會參與醫療決策並尊重其決定，

這種作法符合下列何項倫理原則？ 
(A) 公平原則 (B) 行善原則 (C) 自主原則 (D) 隱私原則 

5. 一位老年病患初次住院接受檢查及治療，護士在教導個案認識病房環境前，應優先評估個

案下列何項狀況？ 
(A) 入院前之抽煙習慣 (B) 與陪伴親友的關係 
(C) 年齡與受教育的年數 (D) 定向感與意識程度 

6. 下列有關滅菌方法的敘述，最正確的是： 
(A) 高壓蒸氣滅菌法能殺死濾過性病毒 
(B) 人工紫外線能有效殺死細菌及芽孢 
(C) 75 % 的酒精可殺死致病微生物之芽孢 
(D) 金屬物品置沸水中煮 30 分鐘可達完全滅菌 

7. 當護士與個案談及個案的先生於兩年前逝世之事，個案突然無法言語並流下淚來，此時護

士最合宜的反應是： 
(A) 改談一些較輕鬆的話題 (B) 握著個案的手暫時保持沉默 
(C) 勸他不要再為過去的事情難過 (D) 建議她可安排外出旅遊散散心 

8. 下列有關護士的反應中最能顯現「澄清」(clarification) 溝通技巧的是： 
(A) 「我相信你應該能明瞭這治療的步驟了。」 
(B) 「你這次的症狀比以前更嚴重了。」 
(C) 「的確，如果我是你，我也很難下決定。」 
(D) 「我不太了解，你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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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資料收集最能反應主觀症狀 (subjective symptom) 的項目是：  
(A) 病患訴說腹部不適的感覺 (B) 病例中血液檢驗之結果報告 
(C) 經血壓計測量之血壓數據 (D) 護士檢測傷口的大小與深度 

10. 護士運用聽診器評估一位腸胃不適，且多次嘔吐的個案之腸胃系統狀況，這種評估方法主

要可收集下列何種徵象 (sign)？ 
(A) 胃腸蠕動的次數  (B) 個案的情緒狀況 
(C) 平日的睡眠狀況  (D) 胃痛發作時的感受 

11. 張小姐施行腹部手術後第二天，因感身體虛弱故手術後一直臥床，今早護士為她測量生命

徵象時，張小姐向護士抱怨：「我整個下背部都很痛，你幫我聯絡醫師好嗎？」此時護士

應最優先處理的工作是： 
(A) 立即聯絡醫師報告個案狀況 (B) 向個案說明這是手術後正常反應 
(C) 告訴個案換個姿勢就會改善疼痛 (D) 協助個案側臥並檢查背部狀況 

12. 護士在為一位行動不便的老人執行身體沐浴時，發現老人的皮膚很乾且彈性差，下列護理

處置最合宜的是： 
(A) 每天以肥皂溫水為其做全身沐浴 (B) 沐浴後以 75 % 酒精輕拍其皮膚 
(C) 以爽身粉擦拭並按摩其皮膚 (D) 選擇其喜歡之乳液塗抹皮膚 

13. 協助長期臥床個案初次下床行走時，下列護理的處置，何者應最優先執行？ 
(A) 測量個案之生命徵象  (B) 教導如何使用柺杖 
(C) 先平躺半小時再練習站起 (D) 記錄個案此次下床活動的反應 

14. 一位行動良好的老年人將搭飛機赴美國旅遊，護士指導他在長途飛行期間，應多起身走動

以活動腿部肌肉，此項指導主要是預防個案發生下列何項問題？ 
(A) 關節廢用性攣縮  (B) 肌肉萎縮  
(C) 靜脈血栓  (D) 墜積性肺炎 

15. 下列有關使用電子耳溫槍測量體溫操作方法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A) 按下測溫鈕後測量 3 至 5 分鐘才可取出 
(B) 應盡量使個案外耳道伸直以獲得準確之體溫 
(C) 避免裝置膠膜耳套以免干擾測得正確之耳溫數據 
(D) 個案坐著測得的耳溫較躺著時高約攝氏一度 

16. 為充血性心臟病患者測量心尖－橈動脈脈搏時，下列方法何者最正確？ 
(A) 先測量心尖脈一分鐘後再測量橈動脈一分鐘 
(B) 先測量心尖脈一分鐘後再測量橈動脈 30 秒鐘 
(C) 兩位護士分別同時測量心尖脈與橈動脈各一分鐘 
(D) 一位護士先後測量心尖脈與橈動脈各 30 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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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當動脈血中二氧化碳濃度升高時，人體呼吸的調節會有下列何項反應？ 
(A) 呼吸速率減慢且深度減弱 (B) 呼吸速率減緩但深度增加 
(C) 呼吸速度及深度維持不變 (D) 呼吸速度及深度均增加 

18. 林太太 35 歲，近來略感身體不適而求診，護士為她測得血壓為 140/90 mm Hg，林太太有

些緊張的詢問護士該怎麼辦，此時最合宜的護理處置是： 
(A) 讓她休息放鬆 20 鐘後再量一次血壓 
(B) 立即轉知醫師開降血壓藥給其服用 
(C) 告知可能因其太累而引起不需太在意 
(D) 告知應改採低油低鹽飲食及多做運動 

19. 某個案需要經由鼻胃管灌入藥物，護士核對病人正確後，準備灌入藥物前，應最優先進行

的工作是： 
(A) 反抽胃內容物檢查鼻胃管之位置 
(B) 先灌入 100 西西 (c.c.) 的溫開水 
(C) 記錄個案此次灌入之液體量 
(D) 搖低床頭協助個案採平躺姿勢 

20. 早上九點病房護士在給予個案藥物時，某個案請護士將藥物留下，等其吃完早餐後再自己

吃藥，下列護理處置最合宜的是： 
(A) 將藥放在病人之床旁桌，之後再來檢查其服用情形 
(B) 說明無法將藥物留下，但等一下會再回來給藥  
(C) 將藥物帶回護理站，記錄個案拒服藥之情形 
(D) 暫停給藥，下一次給藥時間再一同補給 

21. 護士為一位 30 歲的成年男性病患施行盤尼西林皮膚試驗，下列施行要領，何者最合宜？ 
(A) 施行皮內注射後 15 分鐘檢查反應 
(B) 選擇手臂中段外側施行皮下注射 
(C) 採肌肉注射並按摩注射部位以減輕疼痛 
(D) 個案出現陽性反應即可注射盤尼西林 

22. 下列有關護士執行醫囑「Digoxin, 0.125 mg P.O. q.o.d.」之給藥方法，何者最正確？ 
(A) 每日睡前給予 Digoxin, 0.125 mg 
(B) 每隔一天給予一次口服之 Digoxin, 0.125 mg 
(C) 一天兩次舌下含服藥 Digoxin, 0.125 mg 
(D) 每週兩次視個案需要給藥 Digoxin, 0.125 mg 

23. 短時間內個案輸入過量的等張性溶液，而產生體液容積過量之臨床表徵是： 
口渴及黏膜乾燥 臉部或下肢水腫 尿量減少 頸靜脈膨脹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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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一位 80 歲老婦人因股骨骨折入院治療中，又因解尿困難而被放置存留導尿管，為預防個

案發生泌尿道逆行性感染，下列護理處置，何者最合宜： 
(A) 每隔 4 小時給予 100 西西 (c.c.) 膀胱灌洗 
(B) 告訴個案尿道燒灼感是正常的反應 
(C) 每日協助個案沖洗會陰部 
(D) 每週定時更換一次導尿管 

25. 一位 78 歲因輕微腦中風住院之個案，護士開始規劃個案出院計劃之最合宜時間是： 
(A) 個案初入院即應漸進開始 (B) 當個案詢問未來的問題時 
(C) 家屬主動探問治療資訊時 (D) 醫囑准允個案出院之前一天 

26. 個案採全身麻醉施行腹部手術後，剛從恢復室返回病室，呼吸出現鼾聲，下列應最優先處

理的護理措施是： 
(A) 勿打擾病人的休息與睡眠 (B) 以棉棒協助個案清潔鼻腔  
(C) 將個案頭側向一邊 (D) 立即執行心肺復甦術 

27. 為血小板低下的癌症患者量體溫的方法，何者不適合？ 
(A) 耳溫 (B) 腋溫 (C) 口溫 (D) 肛溫 

28. 有關癌症患者疼痛問題的處理原則，下列敘述最適當的是： 
(A) 疼痛是主觀感受，勿太在意 
(B) 預測疼痛，並於發作前依醫囑給藥 
(C) 少用嗎啡製劑，以免容易上癮 
(D) 給 3 次止痛藥中，1 次以維他命 C 代替 

29. 個案處於瀕死的階段，家人每日為個案準備豐盛的食物，但個案都表示不想吃，家人向護

理人員求助，此時護理人員的反應，下列最合宜的是： 
(A) 「等一會兒，我幫你去勸勸他，沒問題的！」 
(B) 「別煩惱！我相信等一會兒他就會吃」 
(C) 「應做成方便鼻胃管灌食的流體食物，就會多吃一點」 
(D) 「他現在食慾會變差，吃的量也會減少」 

30. 個案接受膽囊切除術後，T 型管留置，其糞便呈現灰白色的原因是： 
(A) T 型管出現裂縫引起膽汁滲漏 (B) 膽紅素的分泌不足 
(C) 膽汁未流入腸道中 (D) 與進食低脂飲食有關 

31. 有關闌尾炎個案手術前的護理，下列最適當的措施是： 
(A) 冰敷右下腹  (B) 按摩右下腹 
(C) 肥皂水灌腸  (D) 熱水袋輕壓右下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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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下列有關預防傾倒症候群 (dumping syndrome) 的護理指導，何者最適當？ 
(A) 進餐時少喝水  (B) 多喝茶促進胃排空 
(C) 選擇高糖、低脂類食物 (D) 進食後應下床站立 

33. 急性心肌梗塞的個案出現胸痛時，下列應最優先處理的護理措施是： 
(A) 做運動心電圖    (B) 臥床休息、限制活動 
(C) 擬定減重計畫  (D) 給予普拿疼一顆 

34. 對於充血性心臟衰竭的個案為了減少其心臟的負荷，下列何項措施較不適當？ 
(A) 改善急促的呼吸  (B) 限制鈉的攝取 
(C) 服用利尿劑  (D) 採平躺姿勢多休息 

35. 關於成人輸血的施行要點，何者正確？ 
(A) 以 24 號針頭行靜脈注射，準備輸血 
(B) 輸血前、後應以 5 % 葡萄糖溶液滴注 
(C) 輸入的血液與藥物可同時經由輸血套管滴入 
(D) 個案出現發冷、心跳加快時，宜停止輸血 

36. Beclomethasone 是一種類固醇藥物，以定量吸入方式由口腔吸入，為了避免藥物的副作

用應立即執行的護理措施是： 
(A) 漱口清潔口腔  (B) 靜坐休息 
(C) 做連續性咳嗽  (D) 做擴胸運動 

37. 對於氣喘病患自我監測呼吸道阻塞程度，其使用最高流速計的正確方法是： 
(A) 慢慢吸氣，噘嘴式吐氣 (B) 維持平常之呼氣吸氣 
(C) 最大吸氣，快速用力吐氣 (D) 快速吸氣，慢慢吐氣 

38. 個案接受經尿道前列腺切除術，術後的照護何項不適當？ 
(A) 多攝取水分  (B) 以淋浴代替盆浴 
(C) 術後 48 小時絕對臥床 (D) 說明導尿管之牽引作用 

39. 個案有腎結石病史，結石種類為草酸鈣，此次結石復發，接受體外震波碎石術，下列手術

後的指導，何者正確？ 
(A) 應避免喝啤酒、小紅莓汁 (B) 術後 8 小時不應再出現血尿 
(C) 術後應平躺 24 小時 (D) 術後 3 天內暫勿沐浴 

40. 下列有關指導糖尿病患者選擇鞋子的原則，何者最適當？ 
(A) 安排在上午時選購合腳的鞋子 
(B) 選擇有鬆緊帶固定的尖頭包鞋 
(C) 選擇腳趾鏤空的涼鞋，以減少腳部出汗 
(D) 腳跟與鞋子間需留下約 1 食指的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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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下列何者為庫辛式症候群 (Cushing’s syndrome) 的臨床表徵？ 
(A) 高血鉀 (B) 血糖下降 (C) 四肢肥厚 (D) 傷口癒合慢 

42. 個案因右腳骨折以短腿石膏固定，下列照護的原則，何者正確？ 
(A) 不宜以枕頭支托右下肢 
(B) 上石膏後兩側膝關節均應做關節活動 
(C) 上石膏時應預留空間使踝關節能內外翻 
(D) 一週內右下肢趾頭勿執行全關節運動 

43. 下列對於痛風性關節炎病患保護關節的護理指導，何者最適當？ 
(A) 疼痛時仍應執行全關節運動 
(B) 外出活動時，中間宜安排多次休息 
(C) 多進食沙丁魚，以強化關節 
(D) 活動時不可使用輔助用具，以免產生依賴心 

44. 個案右手能自行在床上移動但無法舉起，則其右手的肌肉強度分級是： 
(A) 0 (B) 1 (C) 2 (D) 3 

45. 下列有關對顱內壓上升個案的護理措施，何者最適當？ 
(A) 臥床維持床頭抬高 30 度 (B) 鼓勵多喝果汁以補充微量元素 
(C) 利尿劑宜暫停 12 小時再給 (D) 多休息，4 小時內暫勿測量意識程度 

46. 下列何項活動最不適於高血壓患者？ 
(A) 練太極拳 (B) 規律慢走 (C) 騎腳踏車 (D) 洗三溫暖 

47. 白內障患者手術後返回病室，宜躺向健側的主要原因為何？ 
(A) 避免水晶體變混濁 (B) 避免眼壓上升 
(C) 避免影響視野  (D) 避免內直肌放鬆 

48. 美尼爾氏症候群（Menier’s syndrome）患者急性發作時，下列何項措施最正確？ 
(A) 患者採半坐臥姿勢休息 (B) 患者躺下閉眼休息 
(C) 患者勿閉眼採臥向患側休息 (D) 患者採膝胸臥位姿勢 

49. 下列有關乳房自我檢查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婦女停經後即不需再做檢查 (B) 檢查範圍不包含腋下 
(C) 檢查時身上不可抹肥皂 (D) 檢查時以指腹按壓乳房 

50. 個案嚴重咳嗽且不明原因發燒而住院治療，為了控制院內感染，下列何種措施最重要？ 
(A) 安排家屬施打免疫球蛋白增加抵抗力 (B) 教導個案及家屬正確的洗手方法 
(C) 維持靜脈輸注以備不時之需 (D) 請病情相似之病友多探視陪伴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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