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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依據護理人員法的規定，以下護理人員的業務，哪一項必須要有醫囑才能執行？ 
�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  �醫療輔助行為 
�護理指導  �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 
【2】2.趙先生剛才打球不慎扭傷足踝，造成局部疼痛與腫脹，這時的立即處理方式是： 

A. 使用溼熱敷 20分鐘         
B. 使用暖暖包敷 2小時   
C. 以冷毛巾敷 20-30分鐘      
D. 以塑膠袋裝冰塊敷於足踝 20分鐘 
� A.B. � C.D. � B.C. � A.C.D. 

【1】3.張先生的醫囑單上寫著 Dulcolax supp. 1# h.s.，護理人員要執行的護理是： 
�給張先生睡前使用一粒 Dulcolax肛門栓劑 
�給張先生睡前一粒 Dulcolax口服錠劑 
�給張先生睡前使用一粒 Dulcolax口服膠囊 
�給張先生睡前使用一次 Dulcolax口服懸浮液 

【2】4.謝先生 80歲，經醫師診斷為 C.O.P.D.而入院接受治療。謝先生診斷的中文名稱為下列何者？ 
�慢性周邊動脈硬化症  �慢性阻塞性肺病 
�鬱血性心臟病  �冠狀動脈性心臟病 

【1】5.護理人員照護愛滋病患，應使用下列哪一種隔離防護措施最適宜？ 
�一般標準防護措施   
�飛沫傳染防護措施 
�空氣傳染防護措施   
�接觸傳染防護措施 

【2】6.護理人員照顧病人時，下列何者是避免交互感染最重要的方法？ 
�垃圾分類 �洗手 �穿隔離衣 �戴手套 

【1】7.有關護理人員協助病人移動位置或變換姿勢時，下列作法何者錯誤？ 
�多利用小肌肉群用力，比較不會疲勞 
�工作時，採雙腳張開、膝關節微彎的姿勢，能使重心降低 
�工作時，病人身體愈靠近護理人員則愈容易抬起病人 
�可多使用拉動或滑動的方式取代舉高方式，能較省力 

【4】8.有關特別口腔護理所選用的溶液及作用之敘述，下列何者最適宜？ 
� 10%的硼酸溶液，治療口腔潰瘍 
�使用 1：5水溶性優碘溶液，清潔與預防感染 
�用 10%的雙氧水去除舌苔 
�用生理食鹽水清潔溼潤口腔 

【2】9.有關長期臥床對病人身體造成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容易造成髖關節內旋  �導致鈣從骨質中游離，形成高血鈣 
�導致膀胱壁肌肉彈性差，產生少尿現象 �腿部靜脈血液回流減少，導致靜脈曲張 

【3】10.有關睡眠呼吸暫停(sleep apnea)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呼吸停止的時間通常在五分鐘以上 
�使用安眠藥可以改善此種狀況 
�睡眠期間發生呼吸暫停或變淺的現象 
�經常發生於懷孕婦女，生產後自然痊癒 

【1】11.蔡女士今天上午九時的血壓為 132/90 mmHg，請問此時她的脈搏壓為： 
� 42 mmHg � 104 mmHg � 118 mmHg � 128 mmHg 

【2】12.一個人血壓值的高低與姿勢有關，請問舒張壓高低的順序為何？ 
�平躺＞坐姿＞站立  �站立＞坐姿＞平躺 
�站立＞平躺＞坐姿  �坐姿＞站立＞平躺 

【2】13.護理人員使用耳溫槍為八個月大的林小弟測量體溫時，下列何者是為其準備最理想的測量位置？ 
�將耳朵稍微往上往後拉  �將耳朵稍微往下往後拉 
�將耳朵稍微往上往前拉  �將耳朵稍微往下往前拉 

【1】14.護理人員使用熱水袋緩解個案月經疼痛之不適，下列處理方式何者錯誤？ 
�熱水袋灌熱水至全滿後鎖緊袋口 �熱敷時間不宜超過 20-30分鐘 
�放置熱水袋時，應將袋口朝外 �熱水袋水溫約為 120℉ 

【2】15.無法由口咀嚼或吞嚥食物的病人適合選用何種飲食？ 
�清流質飲食 �全流質飲食 �軟質飲食 �細碎飲食 

【2】16.下列何項措施可以減輕肌肉注射時所造成之疼痛不適？ 
�選擇管徑稍大的針頭  �注射前給予該部位冰敷 
�緩慢的插入或拔出針頭  �快速的推送藥物 

【4】17.當護理人員要協助右手接受靜脈輸液注射的病人更換衣服時，下列何種做法最適當？ 
�脫衣服前，先將靜脈點滴拔除 �穿衣服前，先將靜脈點滴拔除 
�先從右側手臂脫除衣袖  �先從右側手臂穿上衣服 

【2】18.當病人接受輸血時出現搔癢、皮膚疹等現象，護理人員應如何處理？ 
�向病人解釋此為輸血之正常現象，將速度減緩繼續輸注 
�停止輸血，改輸 0.9%生理食鹽水保持靜脈暢通 
�給予抗組織胺及解熱劑 
�等候醫師來處理 

【4】19.護理人員為病人灌腸時，為了讓灌腸溶液藉由重力作用流入結腸，會讓病人採何種姿勢？ 
�垂頭仰臥 �半坐臥 �右側臥 �左側臥 

【1】20.病人上腸胃道出血時所解出的大便一般會呈現何種顏色？ 
�黑色 �綠色 �黃色 �鮮紅色 

【3】21.吳同學右手脫臼，護理人員為其使用三角巾懸掛支撐右手臂，維持右手功能性位置的正確方法為： 
�右手肘彎曲角度需大於 90度，手腕自然下垂 
�右手肘彎曲角度需大於 90度，手腕不可下垂 
�右手肘彎曲角度需小於 90度，手腕不可下垂 
�右手肘彎曲角度需小於 90度，手腕自然下垂 

【3】22.有關冷熱敷應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老年人因體溫調節中樞不成熟，用冷用熱須特別小心 
�男性對冷熱的反應比女性敏感 
�冷接受器在皮膚淺層，故人體對冷刺激較為敏感 
�手掌及腳底對冷熱的耐受力低，但效果好  

 



【4】23.曾先生因車禍而住院，目前出現嘔吐、頭痛現象，請問護理人員應給予的第一步護理措施是： 
�為病人做環境介紹  �測量身高、體重 
�收集健康史  �測量生命徵象，並通知醫師處理 

【3】24.梅小姐下樓不慎跌倒撞及頭部而出血，造成傷口旁邊的頭髮上沾黏血跡，此時護理人員的處理方式，
下列何者最適宜？ 
�用剪刀剪掉沾有血跡的頭髮  
�用洗髮精清洗後再以梳子梳開 
�以 50%酒精溶液局部擦洗後梳開  
�噴上去光水後梳開 

【2】25.莊小姐因車禍造成右下肢骨折，目前右腿以石膏固定中，護理人員教導她執行右下肢股四頭肌收縮
運動，這運動的主要益處為何？ 
�促進關節活動 �預防肌肉萎縮 �增加血管硬度 �加強骨質密度 

【3】26. 3歲的周小妹妹每次服用藥水時都哭鬧說太苦了不肯喝，此時護理人員如何處理最為適宜？ 
�替她捏住鼻子並將藥水快速灌入口中 �將藥水加入飲料中混合後再給她喝 
�將藥水用滴管沿著她的嘴角慢慢送入 �將藥水加入牛奶中混合後再給她服用 

【1】27.陳先生進行腸道手術後的第 2天，已在 1小時前排氣並且喝了兩口水，現在他可以由口進食，請問
下列食物，何者為最適合他的優先選擇？ 
�米湯 �豆漿 �麵線 �燕麥粥 

【4】28.下列何者是醫院中最常見的機械性傷害？ 
�壓瘡 �傷口感染 �燙傷 �跌倒 

【1】29.護理人員在與個案會談時，以個案立場設身處地的感受個案的想法與感受，這是屬於何種會談技巧之
應用？ 
�同理心 �傾聽 �反映 �集中焦點 

【3】30.護理記錄具有法律效用，其記錄事項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記錄者應簽上職稱及全名 �記錄應連續不可留白 
�記錄單上時間欄應為紀錄的時間 �記錄應使用油性原子筆 

【2】31.對於老人或糖尿病病人足部護理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修剪指甲前先浸泡冷水   
�手指甲應修成弧形，腳趾甲應修平 
�用熱水洗腳可促進下肢循環  
�足底硬皮要用剪刀修剪並擦乳液 

【1】32.醫院應提供一個舒適環境給病人休養，下列何者符合舒適環境條件？ 
�溫度 20-24℃，相對溼度 40-60%  
�空氣流動率 100-120立方呎/分鐘 
�溫度 25-28℃，相對溼度 65-80%  
�空氣流動率 140-160立方呎/分鐘 

【4】33.張先生因支氣管炎入院治療，其病室內適當溼度應調整為何？ 
� 20% � 30-40% � 50-60% � 80% 

【1】34.醫囑藥膏途徑為 「O.D.」代表甚麼意思？ 
�右眼 �左眼 �右耳 �左耳 

【2】35.下列醫療縮寫，何者表示自動出院？ 
� A.D.L. � A.A.D. � M.O.D. � M.B.D. 

【2】36.王小姐被診斷有腎臟炎，須留取尿液做肌酸酐廓清試驗(CCr.)，護理人員在教導王小姐留取標本時
之注意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留取晨起第一次解的尿液 
�留取 24小時尿液，當日 7AM第一次尿液丟棄不要，之後每一次尿液均要收集 
�請病患晨起喝 1000 c.c.的水，每 30分鐘排尿一次，共收集 6次 
�應取任何一次尿液的中段尿液，並儘速於 30分鐘內送檢 

【4】37.為協助王小姐處理其便秘問題，護理人員提供的建議，下列何者不適當？ 
�多攝取纖維質  
�攝取足夠水分  
�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睡前最適合排便訓練 

【3】38.為了預防留置導尿管病人發生泌尿道感染，下列護理措施何者正確？ 
�每日至少攝取 5000 ml液體  
�每天更換集尿袋 
�維持尿管密閉系統   
�經常給予膀胱灌洗 

【3】39.每日尿量少於多少即為少尿現象？ 
� 1000 ml  � 800 ml  � 500 ml  � 100 ml 

【3】40.測量心尖脈的正確方式是將聽診器置於何處？ 
�第四肋間近左胸骨 2-3吋處  
�左乳下一吋處 
�左鎖骨中線與第五肋間交接處  
�第五肋間近胸骨處 

【2】41.護理師在進行會陰沖洗時，利用適當的覆蓋來保暖及減少病人暴露的部位，根據馬斯洛(Maslow)需
求理論，這是滿足病人下列何項需求？A.生理  B.安全  C.愛與歸屬感  D.自尊  E.自我實現 
� ACE � ABD � BCD � CDE 

【3】42.張小弟被水果刀割傷，其傷口處理措施，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加壓止血  
�用生理食鹽水清洗傷口  
�塗擦優碘消毒   
�用親水性敷料覆蓋 

【3】43.張先生 24歲，80公斤，其術前須放置鼻胃管，下列何種尺寸最適合？ 
� 6 Fr � 10 Fr � 16 Fr � 22 Fr 

【3】44.護理師為病患執行清潔灌腸時，當灌入 200 c.c.生理食鹽水時，病患說：「我的肚子脹脹的，會痛。」
此時護理人員應優先採取下列何種措施？ 
�讓病患到廁所去解便，解完後再繼續灌注 
�告訴病患這是正常感覺，請其深呼吸以轉移注意力，再繼續灌注 
�暫時停止灌注，評估腹痛情形，等症狀消失後再灌注 
�告知病患快好了，請其忍耐不要解出來，同時繼續緩慢灌注 

【1】45.護理人員評估病患肌肉力量為 poor（MMT：2分）時，最適合提供下列何種全關節運動方式？ 
�協助性主動運動 �主動運動 �被動運動 �加阻力運動 

【3】46.陳小姐主訴：「近日來尿液常呈現渾濁、乳糜狀」，則可能的原因為何？ 
�尿路結石 �膀胱炎 �念珠菌感染 �結核菌感染 

【2】47.護理人員評估病人脈搏強度時，下列何者是表示其強度正常？ 
� 1+ � 2+ � 3+ � 4+ 

【3】48.李先生 50歲，身高 172公分，體重 85公斤，請問其身體質量指數(BMI)為何？ 
� 22.9 � 25.4 � 28.7 � 30.5 

【4】49.痛風病人最適當的飲食應為下列何者？ 
�清流質飲食 �高鉀飲食 �低油飲食 �低普林飲食 

【3】50.下列注射部位何者適合 2歲以內幼兒注射？ 
�腹臀區 �背臀區 �股外側肌 �上臂三角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