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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下列何者不是登革熱的警示徵象？ 
�嗜睡 �便祕 �皮膚出現出血點 �四肢冰冷且濕黏 

【1】2.我國長期照護服務系統中的單一窗口為何？ 
�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社區衛生所 �社區老人服務中心 �居家護理機構 

【2】3.下列何者不是職業衛生護理師的工作範圍？ 
�傷病員工的照顧  �負責工廠的污水處理 
�協助瞭解生產力不佳的員工 �早期發現工作場所中危害健康的因素 

【2】4.關於各種傳染病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所有腸病毒的個案都會有拉肚子的症狀 
�在臺灣結核病屬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預防流感的唯一方法是在每年秋季接種流感疫苗 
�與未發病的潛伏感染肺結核的個案共同居住者，屬於結核病接觸者，須立即被隔離 

【3】5.吳先生因右脛骨骨折採石膏固定，醫囑其右腳不宜負重，可用柺杖行走，其柺杖最適宜的步態為何？ 
�搖擺式 �四點式 �三點式 �二點式 

【1】6.下列何者不是骨質疏鬆症易發生骨折之部位？ 
�踝部 �腕部 �髖部 �脊椎骨 

【2】7.全髖關節置換患者出院之護理指導，下列何者錯誤？ 
�兩腿不可交叉，雙膝保持分開 �屈曲患部髖關節不可小於 90度 
�勿坐低矮椅子，或軟而深的沙發椅 �避免提重物、跑和跳，以防患部過度用力 

【3】8.下列何者為低心輸出量症候群？ 
�鹼中毒 �尿量增加 �肢端濕冷 �脈搏壓增加 

【1】9.長期服用嗎啡止痛，病人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下列何者錯誤？ 
�水腫 �便秘 �噁心嘔吐 �呼吸抑制 

【1】10.下列何者是對於心律不整最重要的診斷工具？ 
�心電圖 �胸部 X 光 �心導管檢查 �心臟超音波掃描 

【4】11.依據 Parkland公式，燒傷病人最適合用何種溶液補充體液？ 
� 5% Albumin  � 0.45% NaCl溶液 � D5 water � Ringer’s lactate 

【3】12.有關高血壓服藥指導，下列何者不適當？ 
�每日定時服藥 �勿自行調整藥量 �血壓穩定即可停藥 �長時間持續服藥 

【3】13.高血壓病人每日日常生活保健之指導，下列何者不適當？ 
�戒菸 �控制體重 �臘肉鹹蛋不受限 �每日至少 30分鐘有氧運動 

【2】14.有關第二型糖尿病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體內細胞無法正常運作使葡萄糖進入細胞 � beta細胞不能製造胰島素 
�症狀有喝多、尿多等  �有基因和家族病史 

【1】15.林小姐誤食入清潔用漂白水，送醫後即刻之處理措施，何者錯誤？ 
�立即催吐  �清洗被污染的皮膚  
�用牛奶灌入稀釋濃度  �預防吸入性問題 

【2】16.有關登革熱（Dengue fever）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登革熱的傳播途徑為接觸傳播 
�登革熱感染者在感染期若被病媒蚊叮咬，此蚊將感染登革病毒 
�臺灣主要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為三斑家蚊及環紋家蚊 
�登革熱目前有可施打的疫苗，民眾可到衛生單位進行施打 

【3】17.個案化學治療後血液的絕對嗜中性球（ANC）數目降為 580/mm3，護理人員提供的照護中，何者錯誤？ 
�個案與照顧者均須使用肥皂與水或酒精乾洗手液進行手部清潔 
�衛教個案與家屬，剛接受活性或減毒疫苗，或 6週內接受活菌疫苗注射者，不得探視病人 
�建議攝取新鮮的食物，如生菜、生魚片等食物，以獲取充足的維生素與蛋白質 
�個人衛生方面，每日以軟毛牙刷刷牙、沐浴時使用溫和肥皂清潔身體 

【2】18.有關醫護照護相關感染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因醫護人員的手而引起醫護照護相關感染的病菌以大腸桿菌為最多 
�抗生素的誤用與濫用是引起醫護照護相關感染的重要因素之一 
�血流感染是醫護照護相關感染的常見類別，判定依據為血液培養的結果每 ml血液>100000個菌落 
�醫護照護相關感染的發生場所僅限於發生在醫院，不包含其他如長照機構、居家照護及門診發生的感染 

【2】19.護理師為個案觸診淋巴結時，若出現以下何種特徵顯示可能有異常？ 
�摸不到淋巴結  �摸到有壓痛感、不規則、硬而固定的結節 
�摸到柔軟、無壓痛的結節 �摸到直徑約 0.5公分、可動性的結節 

【1】20.個案主訴右側腹痛，護理師以手指壓迫個案腹部左下象限時，個案表示右下腹疼痛，且當手指迅速抽離
時，再度引起右下腹呈現放射性反彈痛。此學理檢查結果是為下列何項？ 
�洛夫辛氏徵象(Rovsing’s sign)陽性反應 �普氏徵象(Psoas sign)陽性反應 
�閉孔肌徵象(Obturator sign)陽性反應 �麥氏徵象(McBurney’s sign)陽性反應 

【1】21.有關壓瘡的形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剪力是造成深層組織壓瘡的主要原因 
�短時間承受強大的壓力較長時間承受較小的壓力，更容易形成壓瘡 
�體內維生素 A 的缺乏，會使微血管脆性增加，容易形成壓瘡 
�肥胖的個案，有大量脂肪承受壓力，不容易發生壓瘡 

【2】22.個案的壓瘡表皮以及部分真皮破損，傷口底部發亮潮濕，沒有腐肉，有關護理師的評估與護理措施，下
列何者正確？ 
�個案是壓瘡第三期 
�使用無菌生理食鹽水清洗傷口以及保持清潔，必要時覆蓋膜性敷料保護傷口 
�應以肥皂徹底清潔個案身體以及壓瘡處皮膚，避免汗水或排泄物接觸皮膚 
�為促進傷口癒合，此個案應進行擴創手術 

【2】23.個案表示由臥姿突然改為站立時，感到頭昏、視力模糊、虛弱，護理人員先測量其躺臥時的血壓，和站
立後兩分鐘的血壓，下列何種情形顯示個案有姿態性低血壓？ 
�站姿的收縮壓與躺臥時的收縮壓相同 
�站姿的收縮壓比躺臥時的收縮壓下降 20毫米汞柱以上 
�站姿的舒張壓與躺臥時的舒張壓相同 
�站姿的舒張壓比躺臥時的舒張壓上升 10毫米汞柱以上 

【2】24.有關睡眠快速動眼期(REM)及非快速動眼期(NREM)的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長時間待在加護病房的個案，REM睡眠周期變長，所以經常沉睡 
�老年人的睡眠總時數以及 NREM的睡眠減少 
�規律運動會增加 REM周期，可促進睡眠時的放鬆 
�服用抗憂鬱劑會延長入睡時間及 REM周期，易陷入沉睡 

【4】25.個案預備接受大腸鏡檢查，醫囑開立採清流質飲食(clear liquid diet)，護理師應教衛教個案可以攝取下列
何種類食物？ 
�豆腐、蒸蛋 �豆花、布丁 �果汁、豆漿 �過濾的果汁、去油的肉湯 

【2】26.個案因膽結石產生膽囊炎，行腹腔鏡膽囊切除術後 T型引流管留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給予嗎啡以控制疼痛，以免加重 Oddi氏括約肌痙攣 
�可塗抹凡士林、氧化鋅等藥物，保護 T型管周圍皮膚 
�為避免腹壓過大，術後應盡量採取躺臥姿勢並絕對臥床休息 
�引流液顏色會由棕綠色膽汁轉為血性引流液 

【請接續背面】 



【1】27.個案因罹患急性膽囊炎，護理師應建議個案於急性期緩解後採何種飲食？ 
�低脂、低膽固醇飲食  �低普林飲食 
�低渣飲食  �限制含鉀高的飲食 

【3】28.個案發生急性、嚴重的心絞痛，血壓高達 220/120mmHg，以急診五級檢傷分類屬於第二級，有關第二
級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屬於緊急等級，病況可能持續惡化，需要急診處置，可能伴隨明顯不適的症狀影響日常活動 
�屬於復甦急救等級，生命或肢體需要立即處理 
�屬於危急等級，潛在性危及生命、肢體以及器官功能狀況，需快速控制與處置 
�屬於次緊急等級，病況可能和年齡疲憊或某些疾病之合併症相關，需要做處置，以求恢復，避免惡化 

【3】29.一位孕婦吃吐司發生哽塞，護理人員以哈姆立克法救助個案，下列措施何者正確？ 
�協助孕婦側臥，以食指深入孕婦的嘴裡，嘗試挖出異物 
�以掌心在孕婦的背部中心用力拍擊五下，再以食指及中指在乳頭連線中心用力按壓五次 
�站在孕婦背後，雙手穿過病人腋下，將手放在病人劍突以上 2公分的胸骨，快速由外向內施壓推擠 
�站在孕婦背後，雙手穿過病人腋下，將手放在病人劍突與肚臍之間，快速由外向內施壓推擠 

【2】30.處理大量傷患事故，最常用的檢傷分類法為「START」(Simple Triage And Rapid Treatment)。以顏色區
分病患的嚴重度以作為救治優先順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第一優先：黑色或白色  �第二優先：黃色 
�第三優先：紅色  �最不優先：綠色 

【4】31.下列何者不是傷口縫線拆線時間的決定因素之一？ 
�傷口的位置  �傷口的血管供應 
�傷口的張力  �傷口有無使用敷料 

【4】32.當心臟血管缺血產生胸悶、胸痛時，採取 MONA 治療，有關 MONA 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 M：是指 Morphine，用以緩解疼痛以及降低心肌負荷與耗氧 
� O：是指 Oxygen，提供氧氣供應 
� N：是指 NTG，降低心臟前後負荷，擴張冠狀動脈 
� A：是指 Adalat，降低血壓，降低心臟後負荷 

【2】33.有關 AED的使用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被施救者身上有金屬項鍊時，宜先移除後再以 AED電擊 
�裝有心臟節律器的患者不可以使用 AED電擊 
� AED的貼片位置，應依指示在病患胸前的右上以及左下貼上電極片 
� AED會自動判讀心電圖，一旦偵測到無脈搏的 VT/VF時才會開啟電擊功能 

【3】34.有關血鉀過低的處置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增加鉀的攝取，如柑橘、新鮮蔬果及肉類  
�口服鉀鹽藥物 
�每日肌肉注射 15%KCL 3~5ml  
�15%KCL 10ml加入 500ml的 0.9%氯化鈉溶液緩慢靜脈滴注 

【2】35.個案有蛋白尿且腎絲球過濾率(Estimated GFR,e-GFR)為 68 ml/min/1.73m2，其是屬於慢性腎臟病五個分
期的何種階段？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1】36.前列腺肥大個案行尿道前列腺切除術，術後三路導尿管留存，進行生理食鹽水沖洗清除血塊，病人主訴
膀胱脹痛，下列何者為首要的護理措施？ 
�評估三路導尿管的通暢度，去除造成阻塞的原因  
�衛教個案這是術後的正常反應，請個案不要擔心，先行忍耐 
�立刻請醫師開立醫囑給予止痛劑 
�加快沖洗的速度以預防阻塞 

【3】37.衛教民眾乳房自我檢查的內容，下列何者錯誤？ 
�一般婦女應於月經來潮的第 7~10天施行自我檢查 
�停經或更年期的婦女應每個月固定某一天施行自我檢查 
�檢查時用食指指尖來檢查，因為指尖是對觸覺最敏感的部份 
�應於沐浴、平躺於床上、及站立於鏡子面前之三個情境下施行自我檢查 

【4】38.王小明 10歲男孩，身高 138公分，體重 55公斤，以他的 BMI 而言，其體重屬於下列何種情況？ 
�過輕 �適中 �過重 �肥胖 

【1】39.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勞工人數為 400人，工作性質為一般作業，無特
別危害健康作業，應僱用專任護理人員幾人？ 
� 1人 � 2人 � 3人 � 4人 

【3】40.個案接受輸液治療，主訴靜脈注射部位處有腫脹、疼痛，點滴速度變慢的情形，護理人員應執行的處置，
下列何者錯誤？ 
�將點滴瓶放到低於針頭位置檢視有無回血 �檢查注射部位是否腫脹、冰冷 
�立刻將針頭拔出  �檢查留置針針座固定時的高度是否未與血管平行 

【1】41.李小姐想要捐血，詢問有關捐血量以及捐血間隔，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每次捐血以 250ml為原則，但體重 60公斤以上者，每次捐血得為 500ml 
�每次捐血 250ml者，捐血間隔應為 1個月以上 
�每次捐血 500ml者，捐血間隔應為 2個月以上 
�男性年捐血量應在 2000ml以內，女性年捐血量應在 1500ml以內 

【1】42.有關給藥的方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降血鉀藥物(kalimate)需先溶解於 30~50cc溫水後服用 
�止吐劑與整腸劑應於飯後服藥效果較好 
�眼藥水應滴在角膜上 
�腸衣錠使用時應磨成粉末狀，細小分子有助吸收 

【2】43.個案接受同步放射及化學治療(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CCRT)，放射線治療部位發生皮膚炎，下
列衛教內容何者錯誤？ 
�照射部位易有色素沉著，於治療療程結束後通常可慢慢恢復 
�在進行放射線治療前應在照射部位輕輕塗抹凡士林以保護皮膚 
�有滲出液的濕性脫屑皮膚時，可以無菌生理食鹽水清潔及避免感染 
�放射線照射部位應避免穿著過緊的衣服，以避免摩擦，衣服也盡量以寬鬆、棉質材質為宜 

【1】44.有關癌症個案的慢性疼痛處理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個案即使沒有疼痛仍應按時間給止痛藥 
�長期、穩定的疼痛控制以 Meperide為首選 
�以 Fentanyl皮膚貼片止痛，應每 12小時更換一片 
�為有效緩解個案的疼痛，給藥途經應以靜脈給藥為首選 

【4】45.高血壓是指收縮壓持續升高超過多少mmHg? 
�110 �120 �130 �140 

【1】46.有關邊緣性人格異常的特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社交方面出現不穩定與緊張的人際關係 
�相信自己是特別且獨一無二的，過度需要他人的讚美 
�樂觀、精力充沛、易於融入群體生活 
�過分專注紀律、完美主義及人際關係之掌控，缺乏彈性、開放性的行為 

【2】47.個案 76 歲，家人發現近幾個月有經常遺失物品、煮東西忘記關瓦斯、晚上睡不著覺，起來走來走去等
情形，情緒起伏大、易怒，醫師診斷為阿茲海默氏症患者，下列照護措施何者錯誤？ 
�建議家屬使用安心手鍊防走失 
�當個案發脾氣暴怒時約束個案，例：將其反鎖在房間，防止其傷人傷己 
�提升家電使用的安全性，如關掉瓦斯總開關或安裝瓦斯安全開關 
�鼓勵個案依體力參與日常活動，建立正常日常作息，促進夜眠品質 

【3】48.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雇主對在職勞工需定期實施健康檢查，針對 40歲以上未滿 65歲的勞工，
應幾年檢查一次？ 
�每 1年 1次 �每 2年 1次 �每 3年 1次 �每 5年 1次 

【1】49.若要了解某公司「目前罹患高血壓的員工人數，其佔公司所有員工的百分比」，護理人員應該要測量下
列何項指標？ 
�盛行率(prevalence)  �致死率(case-fatality) 
�累積發生率(cumulative incidence) �勝算比(odds ratio) 

【3】50.針對工作環境有化學品暴露的勞工，施行特殊健康檢查結果為必需實施治療，依據健康檢查分級管理，
其應屬於第幾級管理？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