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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關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自我防護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多喝熱水 

咳嗽戴口罩 

用肥皂勤洗手 

少去醫院及人多場所 

【4】2.有關健康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健康是持續性靜態的 

健康與疾病是絕對的關係 

健康與疾病是非連續性過程 

健康與疾病間無明顯的分界 

【3】3.提供足夠醫療資訊給病人，讓病人自己做決定，是屬於下列何種倫理原則？ 

施益原則 

誠實原則 

自主原則 

保密原則 

【3】4.護理師對病人說：「你今天跟平常不一樣，你今天是自己舖床而且很整齊」，此護理師是使用下列何
種溝通技巧？ 

提供訊息 

透露感受 

給予確認 

陳述真實狀況 

【1】5.憂鬱症的病人最常使用下列何種心理防衛機轉(defense mechanism)？ 

內射作用 認同作用 合理化 投射作用 

【3】6.偏遠地區之醫療資源較不足，為達全民均健的目標，在偏遠地區之重要健康保健策略應為何？ 

醫院醫療 

急重症醫療 

基層醫療保健 

專科醫療 

【1】7.細菌性食物中毒，以下列何者致死率最高？ 

肉毒桿菌 

金黃色葡萄球菌 

沙門氏菌 

黃麴黴菌 

【4】8.有關護理記錄的書寫方法，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注意傷口之變化」屬於焦點式記錄法(DART)中的「A」 

「疼痛/因手術傷口造成」屬於問題為導向記錄(SOAP)中的「A」 

「傷口好痛」屬於問題為導向記錄(SOAP)中的「S」 

「教導個案早期下床活動」屬於焦點式記錄法(DART)中的「R」 

【1】9.下列何者不屬於外科無菌技術的適應症？ 

鼻胃灌食 

導尿技術 

靜脈注射 

手術傷口換藥 

【1】10.有關降低輻射對人體傷害的防護三原則，不包含下列何者？ 

空間 時間 距離 鉛板 

【3】11.下列何種醫療廢棄物應採滅菌後粉碎處理？ 

手術用手套 

靜脈輸液軟袋 

手術縫合針 

沾血或膿的紗布 

【1】12.有關舖床時工作人員之身體姿勢運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雙腳分開加大底部面積  

可彎曲腰部來擴大工作範圍 

多運用肩部力量減少疲乏 

利用小肌肉會較省力 

【2】13.皮下注射時的注射角度會受下列何項因素的影響？ 

性別 

使用之注射針頭 

藥物為油性或水性 

藥物之注射劑量 

【3】14.「Atropine 2 mg I.M. before sent patient to OR」此屬於下列何類醫囑？ 

及時給與醫囑 

視需要醫囑 

單次醫囑 

如有需要時，給與一次醫囑 

【4】15.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係屬第幾類法定傳染病？ 

第一類 第二類 第四類 第五類 

【2】16.依據疾病管制署統計，區域醫院院內感染部位以下列何種部位發生率最高？ 

血流感染 

泌尿道感染 

肺炎 

傷口感染 

【4】17.下列何種情況下，病人的糞便顏色可能是白色的？ 

食用過多甜菜 

腸道感染 

上腸胃道出血 

膽道阻塞 

【3】18.一位年輕人因運動扭傷踝關節，立即採用冰敷患部，此時冰敷主要作用機轉為何？ 

增加吞噬細胞之作用 

增加感覺神經傳導 

降低微血管之通透性 

降低血小板凝集之作用 

【4】19.收縮壓為何處對血管壁所造成的壓力？ 

右心房 右心室 左心房 左心室 

【2】20.蔡小姐因急性胰臟炎漸緩解，醫囑移除鼻胃管，並開立由口進食飲食，護理師認為下列何種飲食種
類較適合？ 

低普林飲食 

低油飲食 

高鉀飲食 

低蛋白飲食 

【1】21.血液檢體收集後，應將用過的棉籤依下列何種廢棄物規定處理？ 

感染性可燃 

一般性可燃 

感染性不可燃 

一般性不可燃 

【4】22.有關瀕死個案的生理、知覺變化，下列何者錯誤？ 

語言表達逐漸模糊 

可能會有聽幻覺 

定向感混亂，可能會與已過世的人互動 

口腔分泌物增加，造成吞嚥困難 



【2】23.當病人以柺杖輔具以三點式步態行走時，肩關節正執行下列哪些關節的部分活動？ A.外旋 B.

屈曲 C.過度伸展 D.旋前 E.外翻 

僅 AB 僅 BC 僅 DE 僅 CD 

【3】24.臨終病患最後消失的感覺功能為何？ 

視覺 觸覺 聽覺 嗅覺 

【3】25.高血壓病患服用何種藥物要特別注意血壓上升的變化？ 

硝化甘油 鎮靜劑 動情素 利尿劑 

【1】26.高血壓病人測量脈搏時，較可能會出現下列何種異常脈動？ 

洪脈 交替脈 絲脈 弦脈 

【2】27.下列何種濃度的酒精殺菌效果最佳？ 

 95%酒精  75%酒精  50%酒精  33%酒精 

【1】28.「有效的洗手」能暫時清除手部大約多少比率的細菌？ 

 90%  80%  70%  60% 

【3】29.安排家屬探望病人是屬於滿足「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下列何種層次？ 

安全感的需要 自尊及自重的需要 愛及歸屬感的需要 自我實現的需要 

【1】30.醫療場所發生火災時的應變守則可遵循 RACE 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R：reduce（降低） 

 A：alarm（通報） 

 C：contain（侷限火勢） 

 E：extinguish（滅火） 

【3】31.不同性質的人際互動會有不同的安全距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與病人討論溝通的距離為社交的距離 120~360公分 

演講或教師講課的距離為社交的距離 120~360公分 

一般性的社交活動的距離為社交的距離 120~360公分 

親密的距離 45~120公分是私下交談的距離 

【2】32.有關常見去除汙漬清洗劑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新污染的血漬：冷水 

排泄物及分泌物：0.1%漂白水 

新污染的血漬：過氧化氫溶液 

膠布痕跡：乙醚 

【3】33.有關醫療人員洗手五時機，不包括下列何者？ 

接觸病人前後 

暴露病人體液風險後 

接觸病人周遭環境前  

執行操作技術前 

【1】34.仰臥時，壓傷的好發部位為何？ 

肩胛骨 大粗隆 內外髁 踝部 

【3】35.有關脂溶性維生素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維生素 A缺乏時易罹患夜盲症 

維生素 D以 D3是最重要的，可以維持體內鈣與磷的恆定 

維生素 E缺乏易引起軟骨症 

維生素 K是構成凝血酶原所必須的一種物質 

【2】36.有關影響血壓的因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年齡越高，動脈管壁彈性下降，血液黏稠度上升，血流阻力加大，故血壓比較高 

平躺時的血壓高於坐姿血壓，坐姿血壓高於站立時的血壓 

早晨起床血壓最低，受新陳代謝的影響，在午後或傍晚時達最高點 

由於尼古丁作用使血管收縮，所以抽菸會使血壓上升 

【3】37.有關疾病的飲食治療，下列何者錯誤？ 

低普林飲食：高尿酸血症 

高蛋白飲食：外傷、高燒及感染者 

低蛋白飲食：慢性肝炎、腎結石 

低油飲食：胰臟炎、膽結石 

【1】38.有關成人糖尿病的治療目標，下列何者正確？ 

糖化血色素〈HbA1C〉< 7.0% 

飯前血糖 100~140mg/dl 

飯後 1~2小時血糖 > 160mg/dl 

身體質量指數〈BMI〉20.5~26 kg/m
2
 

【2】39.有關身體質量指數(BMI)的判定，下列何者正確？ 

體重過重：27≦BMI<30 

正常範圍：18.5≦BMI<24 

重度肥胖：BMI≧40 

輕度肥胖：20≦BMI<30 

【2】40.有關簡易傷口護理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執行傷口消毒的方式是由傷口外側到傷口內側 

有滲液的傷口蓋厚敷料，不用經常換藥 

同時有乾淨及污染的傷口時，應先更換乾淨的傷口 

執行傷口消毒範圍要大於傷口周圍 2公分以上 

【2】41. WHO高齡友善城市八大面向不包括下列何者？ 

社區及健康服務 

機構安全 

工作與志願服務 

無障礙的公共空間 

【3】42.顱內壓上升的病人，其生命徵象的變化為何？ 

心搏過速、呼吸過慢、血壓下降 

心搏過速、呼吸過慢、血壓上升 

心搏過緩、呼吸過慢、血壓上升 

心搏過速、呼吸過速、血壓上升 

【1】43.巴金森氏症病人的基底核會產生退化性改變，使得 Dopamine的分泌減少，下列何者不是其症狀？ 

活動性顫抖 

僵硬 

運動遲緩 

面具臉 

【4】44.有關病毒性肝炎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型肝炎常見的傳染途徑是糞便污染食物或飲水由口經腸感染 

 B型肝炎常見的傳染途徑是血液或體液感染 

慢性 B型肝炎及 C 型肝炎可能與肝癌有關 

 C 型肝炎的傳染有 1/3~1/2 是經過母親垂直傳染 

【3】45.有關良性腫瘤與惡性腫瘤特徵之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惡性腫瘤的成長型式會擴散侵襲周圍組織 

良性腫瘤的細胞分化良好，與原組織相似 

良性腫瘤的生長速度通常很迅速 

惡性腫瘤常發生轉移 

【4】46.免疫細胞中的顆粒性白血球，不包括下列何者？ 

嗜中性球 嗜鹼性球 嗜酸性球 單核球 

【2】47.給與病人咳嗽藥物：cough mixture 15 c.c. P.O.時，下列何種給藥護理措施適當？ 

服藥前 30分鐘，應禁止病人喝水 

服用此藥時，不要與開水同服 

服藥後 10分鐘內，病人應多喝開水 

藥物可以混合於熱開水 15 c.c.一起服用 

【3】48.有關全身適應症候群(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分成警覺期、抵抗期及耗竭期 

警覺期時，正腎上腺素分泌增加，心跳加快 

抵抗期時，正腎上腺素分泌恢復正常，使個體準備適應壓力源 

耗竭期時，身體可能出現如心律不整、高血壓、消化性潰瘍等症狀 

【1】49.有關睡眠各週期之腦波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快速動眼期〈REM〉，出現波 

非快速動眼期第一期〈NREM 〉，出現波 

非快速動眼期第二期〈NREM 〉，出現波 

占睡眠總時數最多的是快速動眼期〈REM〉 

【4】50.有關尿失禁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急迫性尿失禁是病人會突然有強烈的排尿慾望，來不及控制而尿液不由自主排出 

壓力性尿失禁是因骨盆底肌肉組織無力，常在咳嗽、大笑或打噴嚏時排出尿液 

滿溢性尿失禁是因膀胱過度膨脹，造成不自主尿液排出 

約有五成的尿失禁屬於反射性尿失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