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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目 1：護理學概要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桌角號碼、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
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試卷一張雙面共 50題，每題 2分，限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
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勿於答案卡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
得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
意使用者，該節扣 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務必繳回，違反者該節成績以零分計算。  

【2】1.一個人面對壓力時，身體會產生立即反應以應付危機，下列何項生理反應不是立即反應？ 

瞳孔擴大  腸胃道潰瘍  

心跳速率增加  血糖上升 

【4】2.有關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意願書簽署過程中醫護人員可視為見證人 

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理人必須是親人 

一旦簽署意願書就無法撤回 

最近親屬序位配偶優先於父母 

【1】3.病人出現厭食、便秘、腸蠕動減慢及腹脹等現象時，可能是何種電解值不平衡所造成？ 

低血鉀 低血鎂 高血鈉 高血鈣 

【4】4.一個單位有關衛材數量請領的決策，是屬於下列何種決策形式？ 

團體型決策 緊急型決策 放任型決策 一般型決策 

【1】5.醫療院所建築物及設備折舊費用是屬於何種成本？ 

直接成本 間接成本 變動成本 事物成本 

【1】6.護理師須協助單位管理病房醫材，此項行政能力是護理專業能力中哪一層級的要求？ 

 N1  N2  N3  N4 

【3】7.定期評估護理師導尿技術是屬於護理服務品質中哪一項標準？ 

目標標準 結構標準 過程標準 成果標準 

【4】8.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疼痛治療基本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最好使用經皮吸收方式 

最好使用自控式止痛裝置 

需要時才給藥不易成癮 

按時確實投藥 

【4】9.肝癌常見的腫瘤標記為何？ 

癌胚抗原  癌抗原 125  

 EB 病毒  甲型胎兒蛋白 

【2】10.細菌性痢疾病人住院後應採取何種隔離措施？ 

呼吸道隔離  腸道隔離  

接觸隔離  血液隔離 

【1】11.下列何種傳染病的傳染途徑是屬於飛沫傳染？ 

德國麻疹 傷寒 斑疹傷寒 梅毒 

【2】12.有關肺結核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病灶多出現在肺底  咳嗽是常見症狀 

常使用單一藥物配方  治療期間為 3 個月 

【4】13.有關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護理處置，下列何者錯誤？ 

戒菸  教導噘嘴式呼吸 

規律運動  給予高濃度氧氣 

【2】14.張小弟有氣喘病史，最近常夜間發作、咳嗽、喘鳴，其尖峰呼氣流速為最佳值的 70%，此情況屬於哮
喘之何種階段？ 

病情控制中  病情須注意  

病情警戒狀態  須即刻就醫 

【3】15.張先生測量血壓為 135/82 mmHg，請問其平均動脈壓為何？ 

 53 mmHg  94 mmHg  100 mmHg  109 mmHg 

【1】16.聽診主動脈區心音位置應在心前區何處？ 

胸骨右緣第二肋間  胸骨左緣第二肋間 

胸骨右緣第三肋間  胸骨左緣第三肋間 

【4】17.下列何者為致命性心律不整？ 

心室早期收縮  第一度房室傳導阻滯 

心房撲動  心室纖維顫動 

【2】18.有關高血壓非藥物處置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減輕體重  每日限鈉 6 公克  

規律有氧運動  戒菸酒 

【3】19.護理師對於高血壓病人的用藥衛教，下列何者錯誤？ 

按時服藥   

不可突然停藥 

以活動量自行調整用藥   

注意服藥後出現低血壓 

【4】20.李先生因右下腹疼痛就醫，診斷為闌尾炎須手術治療，有關術前護理處置，下列何者不適當？ 

立即禁食  建立靜脈留置導管  

冰敷右下腹  灌腸 

【2】21.有關預防痔瘡再發的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每日至少攝取 2～3 公升的水分  

每次解便要用全力解便 

養成規律排便習慣   

勿抑制便意 

【3】22.病人因車禍造成頭部外傷，送醫後發現病人有浣熊眼、鼻漏現象，初步推測其最可能是頭部何處骨折？ 

額骨骨折 顏面骨折 顱底骨折 顴骨骨折 

【4】23.有關腦血管意外的危險因子，下列何者關聯性較低？ 

高血壓 糖尿病 冠狀動脈疾病 十二指腸潰瘍 

【2】24.護理師面對腦血管意外病人恢復期失語症的處置，下列何者不適當？ 

說話速度要慢，且由簡入繁 

大聲與病人對話增加注意力 

增加肢體語言助理解 

表達困難者可重複練習短句 

【3】25.有關成人急救措施，下列何者不適當？ 

院外急救步驟為叫-叫-C-A-B 

心外按摩速度為每分鐘 100 次 

心外按摩與人工呼吸比例 5：1 

初始急救 2 分鐘後應評估頸動脈搏動狀況 

【3】26.下列敘述何者符合職業衛生護理人員在健康管理中之角色功能？ (a)定期偵測環境污染物 (b)若發現
健康情形異常之員工，須轉介至醫療院所診療並追蹤 (c)對資遣員工之名單提供建議 (d)對非職業性傷病員
工，如：慢性病患者、懷孕員工等，提供護理指導 

 (a)(b)  (b)(c)  (b)(d)  (c)(d) 

【4】27.有關 SOAP 格式(SOAPIER)、焦點記錄法(focus charting; #DART)兩種護理記錄法與護理過程五步驟的相
關性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兩種記錄法均能呈現出護理過程的五個步驟 

護理過程中的「執行」等同於 SOAP 格式的「I」步驟 

 SOAP 格式的「E」等同於焦點記錄法的「R」 

焦點記錄法的「A」等同於護理過程中「診斷」步驟 

【請接續背面】 



【2】28.使用足托板(food board)，其目的是在幫助病患維持足部何種姿勢？ 

背側外展  背側屈曲  

跟骨外翻  內翻 

【3】29.「每一項工作應被定位並由專人負責」是屬於費堯(Fayol)管理程序理論中的哪一項原則？ 

創新原則(initiativeness)  

集權原則(centralization) 

職位原則(order) 

公平原則(equity) 

【2】30.下列何者為護理行政決策過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中最困難的步驟？ 

界定問題  選擇最佳方案  

執行方案  評估決策效能 

【3】31.下列何者不是影響職業衛生護理實務發展的因素？ 

機構辦理各種相關競賽活動，鼓勵員工踴躍參與 

透過各部門間彼此協調合作來推動健康促進活動 

公司經營利潤及員工升遷 

職業衛生護理人員的認知及信念的改變 

【3】32.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 40~65 歲的在職員工，應每 4 年安排一次健康檢查 

檢查記錄至多保存 5 年 

對特殊檢查結果，屬第二級管理以上者，應請醫師註明其不適合從事之作業 

離職員工要求提供健康檢查有關資料時，可以拒絕提供 

【1】33.下列何者不屬於護理評估之客觀資料(objective data)？ 

病人說：「我常常睡不好，也時常覺得頭暈。」 

體溫 35℃ 

臉色蒼白，直冒汗 

血壓 117/85 mmHg 

【4】34.有關治療性溝通技巧(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skills)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當個案陳述時，護理人員可以與他人談話 

與個案溝通時，最好使用封閉式的問題來進行談話 

當個案沉默時，要趕快找話題讓病人繼續進行談話 

當溝通即將告一段落時，將溝通內容作重點式的總結 

【1】35.當腹壓增加的時候，例如咳嗽、大笑、打噴嚏，就發生尿液不受控制，漏出來的現象，此情形為： 

應力性尿失禁 急尿性尿失禁 滿溢性尿失禁 恆漏性尿失禁 

【2】36.依據系統理論，下列何者非屬構成開放性系統的要素？ 

轉化過程(throughout) 

次系統(subsystem) 

回饋機轉(system of cyclic events) 

輸入(input) 

【4】37.依據護理人員法，有關護理人員執業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執業或開業時須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及發給執照 

須加入執業所在地護理人員公會 

應在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內執業 

停業或歇業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報請原發照機關備查 

【2】38.「以理性為取向，並以客觀的事實為基礎來加以評估後做決定」這句話，描述的是規劃（planning）的
哪一項特性？ 

前瞻性 合理性 獨特性 普遍性 

【3】39.手部清潔衛生是預防感染的重要步驟，護理師置放或移除侵入性醫療管路後洗手，例如：尿管、引流管
等，是符合洗手五時機的哪一項？ 

接觸病人前   

執行清潔／無菌技術前 

暴露病人體液風險後   

接觸病人週遭環境後 

【3】40.世界衛生組織(WHO)為了遏止何項疾病的回升趨勢，而積極推廣「短程直接觀察治療計畫(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 short course; DOTS)」？  

梅毒  腸病毒  

結核病  禽流感  

【3】41.在治療性人際關係(therapeutic relationship)建立過程的四個時期，哪一期是為「護理人員與病人共同確
立、探討其健康問題」？ 

介紹前期(Preorientation Phase) 

介紹期(Orientation Phase) 

工作期(Working Phase) 

結束期(Termination Phase) 

【2】42.下列何者不是職業傷害的預防措施？ 

落實員工職前及在職健康檢查 

做好居家安全衛生檢查工作 

做好工作環境的管控 

必要時應使用個人防護器具 

【4】43.「透過健康監控與篩檢來評估分析，並找出預防的方法」，是屬於職業衛生護理人員的哪一種角色功能？ 

環境監督的角色 

醫療照護及緊急救護的角色 

諮詢的角色 

研究的角色 

【4】44.王先生因在工作時受傷，使其必須停止工作就醫復健，復健完成後王先生欲重返崗位，此時職業衛生護
理人員應採取下列何種健康評估的方式來了解其目前的狀況？ 

職前評估  健康監控 

轉職評估  復職評估 

【4】45.下列何種病人適合使用葉克膜體外維生系統(ECMO)？ 

藥物進入體內的速度無法控制時 

凝血機轉病變而造成阻塞管路時 

病人無法翻身時 

心臟無法將足夠血液打入肺臟或身體時 

【2】46.有關護理記錄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記錄中專有名詞之縮寫只要自己看得懂就好 

書寫記錄時要盡量具體、簡潔扼要 

執行完所有病患的護理與治療後再一起寫記錄 

除了有關病患的主訴外，應加上護理人員主觀判斷的資料 

【2】47.下列何者屬於第二類法定傳染病？ 

狂犬病  德國麻疹  

新型 A 型流感  百日咳 

【3】48.傳染病防治原則中，何項是以「預防接種」的方式來預防傳染病？ 

殺滅傳染性病原體 

降低傳染力 

提升宿主免疫力 

切斷傳染途徑 

【1】49.有關昏迷指數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昏迷程度以 E、V、M 三者分數加總來評估，滿分 15 分，最低 1 分 

常用來評估昏迷的病人之測量工具為格拉斯哥昏迷指數(GCS) 

一般頭部外傷病人，依創傷嚴重程度分類，將 GCS 分為三級，GCS 在 9~12 分之間屬中度頭部外傷 

測量項目包括睜眼反應(E)、語言反應(V)、運動反應(M) 

【2】50.因長期接觸輻射物質導致罹患白血病，這是屬於哪一種健康危害因子？ 

生物性因子  物理性因子 

化學性因子  社會性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