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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護理人員照顧出血型腦中風的病人時，下列何項護理活動最合適？ 

�鼓勵病人深呼吸及咳嗽  �建議醫師給予 warfarin（coumadin）服用 

�躺臥時抬高床頭 30度  �鼓勵病人盡量多攝取水分 

【4】2.護理人員照顧有休克徵象的病人時，宜協助其採用何種臥位？ 

�平躺，頭部抬高 30度 �半坐臥式 �左側臥式 �平躺，並將雙腳抬高 

【2】3.為了增加重症病人的免疫力，護理人員宜建議此類病人補充下列哪項營養素？ 

�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 �維生素 �礦物質 

【1】4.一位乳癌病人接受化學治療藥物 5-FU（fluorouracil）的注射，出現口腔炎副作用，而且感到口腔疼

痛，此時最合適的護理措施是下列何項？ 

�進食後加強漱口及口腔清潔 �停止進食，等口腔黏膜不疼痛後再進食 

�保持口腔黏膜乾燥  �多攝取高纖維飲食以減少疼痛 

【1】5.護理人員給予民眾登革熱防治的衛教教導，下列何者最正確？ 

�噴灑殺蟲劑範圍需以住屋為中心，周圍半徑 50公尺為準 

�罹患登革熱的病人需接受腸道隔離 

�注射登革熱疫苗即有免疫力，無需擔心再被傳染 

�傳染登革熱的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多在夜間吸血，所以孩童夜晚不宜出門 

【3】6.護理人員對胃潰瘍患者的飲食衛教中，建議不宜使用下列何種食物？ 

�水果沙拉 �燙青菜 �冰咖啡 �蘇打餅乾 

【1】7.護理人員為糖尿病人進行足部的護理指導時，下列何者最正確？ 

�修剪其趾甲時，趾甲面修成直線不可短於底部趾甲床 

�若其足底有雞眼，宜強行撕去痂皮 

�鼓勵其冬天多使用熱水袋及電毯，以防足部凍瘡 

�要其常穿著緊身褲襪，以促進足部血液循環 

【2】8.護理人員可以採用下列何種方法以提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居家之生活品質？ 

�教導病人攝取低熱量、低蛋白之飲食 

�教導並協助病人適當的呼吸及運動訓練 

�教導病人呼吸時減少呼吸輔助肌的使用 

�教導病人要維持動脈血氧分壓在 60∼70 mmHg 

【2】9.護理人員對急性腎衰竭病人的飲食指導，下列何者最合適？ 

�高熱量、高蛋白  �高熱量、低蛋白  

�低熱量、低蛋白  �低熱量、高蛋白 

【1】10.護理人員對心絞痛病人使用硝酸甘油酯（nitroglycerin, NTG）舌下含片的護理指導，下列何者最正

確？ 

�心絞痛發作時，將一粒 NTG置於舌下後，躺下休息觀察 

� NTG置入舌下，舌尖若有辛辣感表示藥物失效，立刻通知護理人員 

�服用 NTG後，如胸痛未解除，可每隔 3分鐘含一粒直至不再胸痛 

� NTG藥丸應裝入透明的塑膠袋內，隨身攜帶 

【3】11.針對生產後想要用子宮內避孕器(IUD)避孕的產婦而言，其 IUD裝置的理想時間為何？ 

�產後立即裝置  �產後第一次月經開始時裝置 

�產後 4~6週裝置  �產後第一次門診時裝置 

【3】12.護理人員提醒孕婦在懷孕時期避免抽煙，其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抽煙的孕婦容易使新生兒產生呼吸窘迫症候群 

�抽煙的孕婦容易使胎兒腦部缺損 

�抽煙的孕婦容易生出低體重嬰兒 

�抽煙的孕婦容易使胎兒產生心臟血管疾病 

【4】13.護理人員為兒童進行心肺復甦術（CPR）時，應該用何種方法暢通兒童的呼吸道？ 

�將兒童的頭側向一邊  �讓兒童平躺並張開嘴巴 

�讓兒童俯臥並拍背部  �抬提兒童下巴並壓額頭 

【1】14.下列檢查何者是測試橈動脈及尺動脈阻塞狀況？ 

� Allen test  � Leg raising test 

� Homan’s test  � Trendelenburg test 

【3】15.目前長照機構常用的巴氏量表（Barthel index），主要是用來評估什麼能力？ 

�認知功能程度  �感覺功能程度 

�生理缺損所影響的功能程度 �社會化功能程度 

【2】16.在社區評估方法中，何者是以統計資料來判斷社區的健康狀況？ 

�參與式觀察 �社會指標 �雨刷式統計 �自我報告 

【1】17.護理人員照顧一位對病房的環境顯出多疑、不安，並具有強烈被害妄想之精神病患者，最適當的護

理措施為下列何項？ 

�傾聽、接受病人並呈現事實 �即時糾正病人的多疑行為 

�再三保證所有的規定都是為了病人 �限制病人的言論 

【4】18.鄭先生因為跳樓自殺未遂而住院，據病歷記載他已有數次自殺的記錄。為了保護鄭先生，並且預防

再度自殺，護理人員應使用下列何種護理措施最為適當？ 

�請醫師開立高劑量的鎮定劑 �提供安靜的環境讓鄭先生重新思考 

�將鄭先生轉住多人房以防止再自殺 �移除環境中具危險性的東西 



【4】19.二歲的李小弟因為中耳發炎，護理人員依醫囑為他執行耳滴藥時，需要將李小弟的耳垂輕拉至何方

向，以使藥物順利到達發炎的位置？ 

�向前向上拉 �向前向下拉 �向後向上拉 �向後向下拉 

【1】20.使用三角巾懸掛受傷手臂時，下列何項是維持該手臂功能性位置之正確方法？ 

�將肘關節彎曲小於 90度，三角巾需托住手腕 

�將肘關節彎曲維持 90度，並使手腕自然下垂 

�將肘關節彎曲大於 90度，並讓手肘自然露出 

�將肘關節彎曲至舒適位置，並使手腕自然下垂 

【2】21.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於何時開始正式實施？ 

�民國 82年 1月 �民國 84年 3月 �民國 86年 5月 �民國 88年 7月 

【1】22.有關季節性流行性感冒，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台灣流感好發於秋、冬兩季 �其感染途徑須經由媒介物 

�青壯年是主要感染對象  � H5N1流感是非指定傳染病 

【2】23.上呼吸道感染病童最常見的合併症為下列何項？ 

�扁桃腺炎 �中耳炎 �鼻竇炎 �會厭炎 

【4】24.李小弟因哮吼送至急診，下列護理處置何者不適當？ 

�提供潮濕的氧氣  �觀察輸入及輸出量  

�降低病童焦慮  �立即抽痰 

【2】25.李小妹因腹瀉入院治療，為了保護其臀部皮膚的護理措施，下列何者不適當？ 

�經常更換尿布避免糞便浸潤皮膚 �使用含酒精的濕紙巾使皮膚乾爽 

�可塗擦羊毛脂保護皮膚  �破皮處可噴灑無痛保護膜 

【2】26.下列抽血檢驗數據，何者顯示病人發生手術後併發症的危險性增加？ 

� fasting glucose 105 mg/Dl � creatinine 2.4 mg/dL 

� Hb 12 g/dL  � Na+ 145 mEq/L 

【3】27.有關心肌梗塞病人的護理處置，下列何者錯誤？ 

�說明治療措施，減緩其焦慮 

�鼓勵戒菸、控制血壓 

�病人在心肌梗塞一個月內即可恢復性生活 

�定期返診按時服藥 

【3】28.白太太有膽結石多年病史，昨天與朋友聚餐後回家，出現右腹絞痛，醫師診治為急性膽囊炎，其輻

射痛會出現於哪個部位？ 

�後頸部 �左手臂 �右肩部 �尾椎處 

【2】29.有關疼痛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疼痛是以客觀的觀察為主 �疼痛是不愉快的感覺及情緒經驗 

�疼痛出現一定有生理原因可以發現 �慢性疼痛對刺激敏感度較差 

 

【4】30.有關緩和醫療照護 (palliative care)之敘述，下列何者不適當？ 

�提供症狀緩解的處置  �視死亡為一種自然的過程 

�可增加病人生活品質  �是一種延緩死亡的照顧 

【1】31.近年國民健康局推動國人四項癌症篩檢，何者不在此範圍內？ 

�肝癌 �口腔癌 �乳癌 �子宮頸癌 

【3】32.下列何種維生素在傷口癒合過程中可協助膠原合成及新血管形成？ 

�維生素 A �維生素 B群 �維生素 C �維生素 D 

【3】33.有關嬰幼兒預防接種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 B型肝炎疫苗在出生滿一個月時注射第一劑 

�五合一混合疫苗在出生後六個月注射第一劑 

�日本腦炎疫苗第一劑與第二劑間隔兩週 

�卡介苗在國小一年級入學時一律追加一劑 

【2】34.目前針對未到院前，若由二人執行急救措施，其人工呼吸與心臟按摩比例為何？ 

� 1:15 � 2:30 � 3:50 � 5:100 

【1】35.急性心包填塞（acute cardiac tamponade）的臨床表徵會出現貝克式三病徵(Beck’s triad)，下列何者不

是貝克式三病徵？ 

�舒張壓下降  �頸靜脈怒張  

�動脈性低血壓  �低沉的心音 

【2】36.有關周邊動脈功能不全的臨床表徵，下列何者正確？ 

�肢體下垂時皮膚呈紫紅色 �間歇性跛行 

�肢體下垂會出現水腫  �出現鬱積性皮膚炎 

【2】37.有關調整生活型態對高血壓控制的效果，下列何者對降低收縮壓的效應最大？ 

�避免過量飲酒  �減輕體重  

�增加身體活動量  �減少咖啡因攝取 

【1】38.有關控制高血壓的藥物，下列何者之作用不具有降低周圍血管阻力之效果？ 

�利尿劑  �血管擴張劑  

�鈣離子通道阻斷劑  �血管緊縮素轉換? 抑制劑 

【3】39.高血壓病人合併有糖尿病時，其血壓控制目標應為下列何者最適當？ 

� < 110/70 mmHg  � < 120/75 mmHg 

� < 130/80 mmHg  � < 140/90 mmHg 

【2】40.對於個案在推理、判斷、記憶力、計算及解決問題能力之評估，是屬於全人評估架構中的哪一項？ 

�心理層面  �認知層面  

�社會層面  �人類發展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