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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下列何種檢驗值可以反映 3個月前的血糖變化？ 

尿糖  空腹血糖 

糖化血紅素  血漿聯接胜肽 

【4】2.有關糖尿病患眼睛檢查，下列何者錯誤？ 

需事先告知病患散瞳注意事項 應包括視力及視網膜檢查 

眼底鏡檢最好散瞳後再檢查  3~5年做一次檢查即可 

【1】3.有關輕微低血糖的處理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靜脈注射升糖素 1mg  口服 2-4顆方糖 

喝 150mL果汁  吃 2-3茶匙蜂蜜 

【3】4.病人術後第二天，主訴傷口疼痛，護理師評估後依據醫囑給與 Acetaminophen 500 mg P.O. st.，此種
給藥措施為下列何種護理功能？ 

評估性功能  合作性功能 

依賴性功能  獨立性功能 

【2】5.下列何者不屬於老年精神醫學常提到的三個「D」？ 

 Delirium   Delusion 

 Dementia   Depression 

【4】6.有關細菌性食物中毒，下列何者致死率最高？ 

沙門氏菌  黃麴黴菌 

金黃色葡萄球菌  肉毒桿菌 

【4】7.針對住院病人提供出院準備的時機，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出院前都可以 

病情穩定已確定出院時再執行出院準備服務 

依家庭照顧者照顧能力決定出院準備服務的時機 

一入院就須進行出院準備服務 

【2】8.與骨折癒合有關的影響因素，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兒童較老年人快  緻密骨較海綿骨快 

適當的制動有助癒合  橈骨較指骨慢 

【4】9.有關視網膜剝離的立即處理方法，下列何者錯誤？ 

立刻臥床休息  勿隨意移動頭部 

雙眼蓋上眼罩  使用止痛劑減緩眼睛疼痛 

【2】10.圓月臉、水牛肩等表徵常出現於下列何種疾病上？ 

糖尿病  庫欣氏症候群 

副甲狀腺功能低下症  尿崩症 

【1】11.病人檢查出現霍曼氏徵象，表示發生什麼問題？ 

深部血栓靜脈炎  肺栓塞 

表淺血栓靜脈炎  肺水腫 

【2】12.接受高劑量化學治療，發生急性腫瘤溶解症候群的病人，會出現下列何種檢驗值的變化？ 

血鈉下降  血鉀上升 

碳酸跟離子下降  尿酸上升 

【1】13.有關葉克膜體外維生系統(ECMO)的使用目的，下列何者正確？ 

如同體外心肺循環，執行氣體交換 

如同人工腎臟，排除身體的毒素 

如同人工呼吸器，可以幫助呼吸 

如同體外節律器，治療心律不整 

【2】14.預防病人發生吸入性肺炎，下列護理措施何者錯誤？ 

吞嚥困難病人進食前要評估作嘔反射 

意識不清的病人維持平臥 

監測鼻胃管灌食病人的胃殘餘量 

至少每 2 小時為無法活動的病人翻身 

【2】15.氣喘病人有高血壓時，不適宜使用下列哪一類抗高血壓藥物？ 

 α型阻斷劑   β 型阻斷劑 

血管擴張劑  交感神經阻斷劑 

【1】16.有關甲狀腺功能低下的診斷檢查，下列何者正確？ 

 TSH 升高   T3升高 

 T4正常   LDH下降 

【3】17.多囊腎是下列何對體染色體基因變異之顯性遺傳疾病？ 

第 10對  第 13對 

第 16對  第 20對 

【2】18.人體防禦感染原入侵的第一道防線是下列何者？ 

白血球  皮膚與黏膜 

抗體  血小板 

【4】19.協助年長患者進行床上擦澡時，有關提供之措施，下列何者正確？ 

避免使用嬰兒油或乳液 

水溫一般以 50℃以上為佳 

以 50%酒精按摩 

清洗時應由肢體遠心端擦向近心端 

【1】20.張同學左腳踝扭傷，受傷處處於 48小時內，提供下列何種護理措施最適宜？ 

冷敷並休息  熱敷並抬高 

冷熱敷交替  以石膏固定 

【1】21.陳先生罹患大腸癌後進行治療及追蹤，下列何種腫瘤標記可以作為大腸癌預後指標？ 

 CEA   PSA 

 CA-125   PAP 

【1】22尿崩症患者使用 Vasopressin 的主要作用為何？ 

增加水分再吸收  促進胰島素分泌 

降低肝醣合成  降腦壓 

【2】23.針對骨折病患腔隙症候群的處置，下列何者正確？  

增加靜脈輸液 

除去壓迫的來源 

給予抗凝血劑 

給予彈性繃帶包紮 

【2】24.下列何者不是乳癌常見症狀？ 

兩邊乳頭高低不一  乳房下垂 

乳房上出現無痛硬塊  乳房皮膚橘皮變化 

【4】25.張先生有高血壓 30年，請問他服用下列哪種藥物需鼓勵他攝取含鉀的蔬果？ 

 Aldactone   Corgard  

 Dyrenium   Lasix 



【1】26.機械性瓣膜置換術病人可能會終身服用的藥物是下列何者？ 

 coumadin    digoxin 

 protamine sulfate   vitamin C 

【3】27.患者輸血時發生急性溶血反應的主要原因為何？ 

污染輸血輸液管  未輸注 0.9%生理食鹽水 

 ABO血型不合  血液未加溫 

【4】28.原發性細菌感染最先出現之免疫球蛋白是下列何者？ 

 IgA   IgE 

 IgG   IgM 

【2】29.下列何者不是用來治療全身性紅斑性狼瘡(SLE)之藥物？ 

抗瘧藥物  血管新生抑制劑 

免疫抑制劑  類固醇 

【2】30.護理師看到在路旁有一位車禍傷者，血流滿面，檢查發現有心跳，但是沒有呼吸，請問護理師應先
執行下列何項措施？ 

加壓止血  胸外按壓 

人工呼吸  緊急送醫 

【1】31.有關疼痛評估 PQRST 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P 是指疼痛的區域   Q是指疼痛的性質 

 S 是指疼痛的嚴重性   T是指疼痛持續的時間 

【2】32.使用嗎啡止痛劑為癌症病人止痛時，下列何種副作用最不常出現？ 

便秘  血壓升高 

噁心嘔吐  呼吸抑制 

【3】33.使用氧氣治療時，若要使病患之鼻套管給氧濃度由 20%提高至 36%，則其每分鐘氧氣流速應提高
為多少？ 

 6公升   5公升 

 4公升   3公升 

【4】34.護理師發現患者呼吸深度週期由淺而深，再由深而淺，且接著一段固定時間的呼吸暫停，此為下列
何種呼吸型態？ 

阻塞性呼吸(obstructive breathing) 

庫司莫耳氏呼吸(Kussmaul’s breathing) 

畢歐氏呼吸(Biot’s breathing) 

陳施氏呼吸(Cheyne-Stokes breathing) 

【2】35.預防院內感染最簡單且最重要的方法是下列何者？ 

洗手  遵守無菌原則 

清潔與消毒環境  嚴格管制使用抗生素 

【3】36.患者因血脂有問題進行血脂肪抽血檢驗，有關其檢查結果，下列何者表示不正常？ 

總膽固醇 170mg/dL  

三酸甘油脂 130mg/dL 

低密度脂蛋白 135mg/dL 

高密度脂蛋白 130mg/dL 

【1】37.陳先生出現粉紅色泡沫痰，其可能罹患下列何種呼吸道疾病？ 

肺水腫  退伍軍人症 

肺栓塞  肺結核 

【1】38.口腔癌患者接受根治性頸部切除術(radical neck dissection)，其手術後最優先的護理措施為何？ 

保持呼吸道通暢  提供適當營養 

緩解疼痛不適  維持良好溝通 

【3】39.林先生使用 Adriamycin 化學藥物治療，下列何項毒性反應比較容易產生？ 

周圍神經病變  肺纖維化 

心肌病變  肝臟毒性 

 

【1】40.鐘先生罹患胃食道逆流疾病(GERD)，護理師應指導他要限制下列何種食物？ 

可樂  雞胸肉 

燙青菜  脫脂奶 

【2】41.陳女士接受畢羅氏第 II型(Billroth’s II)次全胃切除術，開始進食後半小時內，感到頭暈、心悸、冒

汗、面色蒼白、上腹脹不適，請問造成此症狀的機轉為何？ 

大量高張性食糜進入十二指腸，使體液電解質急速改變，導致不平衡  

大量高張性食糜進入空腸，使細胞外液迅速移入腸道，導致循環血量降低 

大量高張性食糜進入十二指腸，使細胞外液迅速移入腸道，導致循環血量降低 

大量高張性食糜進入空腸，使體液電解質急速改變，導致不平衡 

【4】42.腫瘤患者使用 Oncovin 治療時，不慎發生藥物外滲，下列護理處置何者錯誤？ 

局部注射類固醇及生理食鹽水 

於滲漏部位局部熱敷 

儘快抽取皮下小疱中藥物及組織液 

立即停止藥物注射，並拔除針頭套管 

【1】43.張先生有青光眼疾患，其不可使用下列何種藥物？ 

 Atropine   Diamox 

 Pilocarpine   Timolol 

【2】44.有關丹毒(erysipelas)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患部熱敷可以減輕疼痛不適 

患部皮膚呈紅色，有清楚的邊緣 

侵犯的部位是皮下組織 

由白色念珠球菌感染所引起 

【2】45.有關氣胸之臨床表徵，下列何者錯誤？ 

胸痛  胸內壓降低 

呼吸困難  心搏過速 

【1】46.下列何者為脊髓休克(spinal shock)恢復的指標？ 

肛門括約肌會收縮 

麻痺性腸阻塞 

肌肉張力遲緩 

膀胱排空反射減弱 

【4】47.因病情惡化接受肺功能檢查的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病人，下列何項數據會呈現在肺功能檢查？ 

肺活量(VC)增加 

肺總量(TLC)降低 

第一秒用力呼氣容積(FEV1)增加 

肺餘容積(RV)增加 

【3】48.有關病毒性肝炎血清檢驗結果所代表之意義，下列何者正確？ 

 anti-HBs(+)代表 B型肝炎傳染力降低 

 anti-HBe(+)代表曾注射 B型肝炎疫苗 

 anti-HAV(+)及 IgG (+)代表對 A型肝炎具免疫力 

 anti-HAV(+)及 IgM(+)代表感染 A型肝炎很久了但不具免疫力 

【2】49.陳爺爺，85歲，曾於 30天前因跌倒，頭部撞到牆壁，當時無異狀，近來出現記憶力差、嗜睡等症
狀，今早因意識變差送至急診，他最有可能為下列何種頭部創傷？ 

蜘蛛膜下腔出血 

硬膜下出血 

硬膜上出血 

顱內出血 

【2】50.有關使用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此類藥物之藥物作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減少留鹽激素分泌  增加前負荷 

降低後負荷  增加血管舒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