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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護理師考試命題大綱暨參考用書 

（自107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護理師考試開始實施） 

中華民國98年10月28日考選部選專字第0983302245號公告修正（基礎醫學括弧內容增列解剖學） 

中華民國99年10月25日考選部選專三字第0993302312號公告修正（修正基礎醫學命題大綱暨參考用書） 

中華民國101年4月24日考選部選專三字第1013300765號公告修正（修正參考用書） 

中華民國103年3月27日考選部選專三字第1033300498號公告修正（修正內外科護理學、精神科與社區衛

生護理學命題大綱及參考用書與產兒科護理學參考用書） 

中華民國103年5月5日考選部選專三字第1030002099號公告修正（修正產兒科護理學參考用書） 

中華民國103年9月2日考選部選專三字第1033301714號公告修正（修正基本護理學命題大綱暨參考用書） 

中華民國104年8月14日考選部選專三字第1043301519號公告修正 (修正內外科護理學、產科護理學及精

神科護理學參考用書) 

中華民國107年3月22日考選部選專三字第1073300264號公告修正 (修正基礎醫學、基本護理學與護理行

政參考用書) 

專 業 科 目 數 共計 5 科目 

業 務 範 圍 及 

核 心 能 力 

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 
二、預防保護之護理措施。 
三、護理指導及諮詢。 
四、醫療輔助行為。 
前項第四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 

編號 科 目 名 稱 命 題 大 綱 參 考 用 書 

一 

基礎醫學（包

括解剖學、生

理 學 、 病 理

學、藥理學、

微生物學與免

疫學） 

一、解剖學： 

（一）概論、皮膚系統、內分泌系統 

（二）骨骼、肌肉系統 

（三）循環系統 

（四）呼吸、泌尿生殖系統 

（五）消化系統 

（六）神經系統 

 

二、生理學： 

（一）細胞生理 

（二）肌肉 

（三）神經系統 

（四）內分泌系統 

（五）生殖系統 

（六）循環系統 

（七）泌尿系統 

（八）呼吸系統 

（九）消化系統 

 

三、病理學： 

（一）發炎、細胞傷害及修復 

（二）體液平衡 

（三）免疫疾病 

（四）腫瘤及遺傳疾病 

一、解剖學： 

1.書 名：新編解剖學 

作 者：許世昌 

出版社：永大 

2.書 名：人體解剖學 

作 者：李玉菁 

出版社：文京 

3.書 名：人體解剖學 

作 者：胡明一 

出版社：藝軒 

4.書 名：解剖學 

作 者：游祥明 

出版社：匯華 

5.書 名：Principles of 

          Human Anatomy 

作 者：Gerard J. Tortora 

出版社：Wiley 

 

二、生理學： 

1.書 名：醫用生理學 

作 者：黃秋峰等編譯 

出版社：愛思唯爾 

原文書: 

書  名：Textboo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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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染及環境疾病 

（六）呼吸、循環系統 

（七）造血及淋巴系統 

（八）消化及肝膽/胰系統 

（九）泌尿及男性生殖系統 

（十）女性生殖系統及乳房 

（十一）神經及內分泌系統 

（十二）骨骼肌肉系統 

 

四、藥理學：  

（一）藥理學的一般概念 

（二）自主神經系統作用藥物 

（三）中樞神經系統作用藥物 

（四）自泌素及藥物 

（五）心臟血管作用藥物 

（六）呼吸道及胃腸道作用藥物 

（七）影響新陳代謝及內分泌功能藥物 

（八）免疫及化學治療劑 

 

五、微生物學與免疫學： 

（一）總論 

（二）免疫系統組成、抗原-抗體、補體、
先天性免疫 

（三）後天性免疫、免疫調節 

（四）臨床免疫：免疫異常 

（五）革蘭氏陽性細菌 

（六）革蘭氏陰性細菌 

（七）其他細菌 

（八）黴菌學概論 

（九）DNA 病毒與肝炎病毒 

（十）RNA 病毒、新興病毒 

（十一）病毒學概念、prion 

（十二）寄生蟲概論 

Medical Physiology 

作 者：A. C. Guyton 
and J. E. Hall  

出版社：Elsevier 

2.書 名：人體生理學 

作 者：潘震澤等編譯 

出版社：麥格羅希爾 

原文書: 

書 名：Vander′s Human 
Physiology 

作 者：Arthur. J. 
Vander,Sherman,& 
Luciano 

出版社：Mc. Graw-Hill 

3.書 名：人體生理學 

作 者：王錫崗總校閱 

出版社：新文京 

 

三、病理學： 

1.書 名：Basic Pathology 

作 者：Kumar et al. 

出版社：Elsevier 

2.書 名：Pathologic Basis 

 of Disease  

作 者：Robbins 

出版社：W B Saunders 

3.書 名：實用病理學 

作 者：蔡志仁總校閱 

出版社：華格那 

4.書 名：病理學 

作 者：吳毅穎等 

出版社：永大 

 

四、藥理學： 

1.書 名：最新實用藥理學 

作 者：李安榮總校訂 

出版社：永大 

2.書 名：實用藥理學 

作 者：陳思萍等 

出版社：華杏 

3.書 名：Lippincott′s  
Illustrated Reviews  
Pharmacology 

作 者：Richard A.Harvey, 

Pamela C.Champe 

出版社：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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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書 名：新圖解藥理學 

作 者：謝文聰 

出版社：合記 

 

五、微生物學與免疫學： 

1.書 名：新編微生物學 

作 者：劉雨田 

出版社：永大 

2.書 名：醫用微生物學 

作 者：商惠芳、王蓮成校閱 

出版社：藝軒 

原文書: 

書 名：Medical Microbiology 

作 者：Murray 

出版社：Mosby 

3.書 名：免疫系統 

作 者：黎煥耀、曹妮娜編
譯 

出版社：偉明圖書 

原文書: 

書 名：The Immune System 

作 者：Peter Parham 

出版社：Garland Science 

二 

基 本 護 理 學

（包括護理原

理 、 護 理 技

術）與護理行

政 

一、基本護理學： 
（一）緒論、醫療環境 

１、緒論： 
（１）健康與疾病之概念 
（２）護理專業之特性及其發展 
（３）護理人員法 
（４）疾病病程與病人之行為反應 
（５）壓力調適 
（６）護理理論與應用 
（７）護理理念之變遷 
（８）醫療照護體系及護理人員

之角色與功能 
（９）護理倫理 

２、醫療環境： 
（１）外科無菌之概念及執行原則 
（２）隔離適用之情況及採用之種類 
（３）醫院常見之機械性/化學性傷害 
（４）醫療相關性感染之定義、病

源及發生之情境 
（５）消毒與滅菌之定義、常見之

物理/化學之消毒/滅菌法 
（６）內科/外科無菌之定義、執

行之情況 
（７）病人安全 

（二）記錄、觀察與溝通、護理過程 
１、記錄、觀察與溝通： 

（１）徵象(Signs)及症狀(Symptoms)
之區別 

一、基本護理學 
1.書 名：基本護理學 

（上、下）  
作 者：王月琴等 
出版社：永大 

2.書 名：實用基本護理學
（上、下）  

作 者：蘇麗智等編著 
出版社：偉華 

3.書 名：基本護理學  
作 者：蘇麗智等 
出版社：華杏 

 
4.書 名：Fundamentals of 

Nursing 
作 者：Potter, P. A. & 

Perry,A.G. 
出版社：St. Louis： 
        Mosby 

5.書 名：Basic Nursing 
作 者：Patricia A. 
        Potter , Anne  
        Griffin Perry, 

Patricia Stockert, 
        Amy Hall 
出版社：Mosby 

6.書 名：新編基本護理學- 
          學理與技術 



 4

（２）溝通方法，語言/非語言溝
通之比較 

（３）治療性人際關係與溝通 
（４）促進有效溝通及阻礙溝通

之因素 
（５）記錄書寫之注意事項 
（６）觀察之種類及建立治療性人

際關係的過程 
（７）病歷單張之記錄內容與保存 
（８）會談實錄的應用與分析 

２、護理過程： 
（１）護理問題之優先順序 
（２）護理過程之步驟及其特點 
（３）護理診斷的組成要素P、E、

S及分類 
（４）評值之定義及評值之標準 
（５）獨立性/非獨立性之護理活動 
（６）護理計畫之內容 

（三）給藥 
１、三讀五對之原則 
２、給藥方式（包含口服、注射、栓

塞法及滴入法、NG給藥等） 
３、給藥醫囑之核對 
４、給藥醫囑常見的縮寫 
５、給藥的禁忌 
６、藥物劑量之算法 

（四）體液的供給、冷熱療法 
１、體液的供給： 

（１）計算點滴數 
（２）等張輸液、高張輸液、低張輸液 
（３）靜脈輸液的注射部位 
（４）靜脈輸注之合併症 
（５）輸血技術及注意事項 

２、冷熱療法： 
（１）用冷用熱的生理反應 
（２）冷熱運用原理與方法（濕

冷、乾冷、溼熱、乾熱） 
（３）用冷用熱的適應症、禁忌

症及護理注意事項 
（４）烤燈、熱水坐浴、溫水拭

浴、冰敷 
（五）排泄、舒適 

１、排泄： 
（１）灌腸技術 
（２）導尿、誘尿技術 
（３）正常的尿液性質 
（４）糞便的顏色、性質 
（５）排泄問題評估與護理處置 

２、舒適： 
（１）移動病人的方法：身體力

學、圓滾木翻身法、協助
病人坐輪椅 

（２）約束法、身體清潔、背部
按摩、指甲護理、口腔護
理、會陰沖洗 

作 者：曹麗英等 
出版社：新文京 

7.書 名：當代護理學導論 
作 者：陳月枝等 
出版社：華杏 

8.中華民國政府機關網站公 
  告之各項法規、政策與照 
  護指引 
                                      
二、護理行政 
1.書  名：護理行政與管理 
作  者：盧美秀 
出版社：五南 

 
2.書  名：護理行政 
作  者：林秋芬等 
出版社：新文京 

 
3.書  名：當代護理行政學 
作  者：周守民總校閱 
出版社：華杏 

4.書  名：護理行政學 
作  者：廖美南等 

  出版社：永大 
5.書  名：護理行政之理論與      
          實務 
作  者：周照芳、黃璉華 
        等 

  出版社：華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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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姿勢及其臨床應用：仰臥、
側臥、屈膝仰臥、坐臥姿、
辛氏臥姿、膝胸臥姿、垂
頭仰臥 

（４）支托物：床上桌、足托板、
砂袋、粗隆捲軸、各式各
樣軟枕 

（六）生命徵象 
１、發燒的類型及影響體溫的因素 
２、測量體溫的途徑及禁忌症 
３、異常呼吸型態及影響呼吸速率的因素 
４、脈搏判讀及影響脈率的因素 
５、脈搏的測量技術 
６、血壓判讀及影響血壓變化的因素 
７、血壓的測量技術 

（七）營養、休息與活動、繃帶與束帶 
１、營養： 

（１）飲食分類：軟質飲食、半
流質飲食、全流質飲食、流質
飲食、溫和飲食、特殊飲食 

（２）特殊飲食：低熱量飲食、高
纖、低渣、低脂、高脂、低
蛋白質、限水、低鹽、低普
林 

（３）六大營養素之代謝機轉 
（４）營養評估 
（５）營養補給法（腸道及非腸道） 
（６）鼻胃管放置、管灌技術及

理想體重之算法 
２、休息與活動： 

（１）活動受限制的影響 
（２）壓瘡的護理、ROM運動、協

助病人上下床、協助坐輪椅 
（３）睡眠問題評估與處置（如

年齡、晝夜性節律、藥物
等影響因素） 

（４）活動種類：等張運動、等
長運動、阻力運動 

（５）活動評估 
３、繃帶與束帶： 

（１）繃帶包紮的原則與注意事項 
（２）繃帶的種類及常用的包紮法 

（八）出入院護理與標本收集、臨終護 
理 

１、出入院護理與標本收集： 
（１）出院護理的原則 
（２）標本收集：血液、尿液、

痰液、糞便 
（３）入院護理原則 
（４）出入院護理指導 

２、臨終護理： 
（１）臨終病人的生理心理變化 
（２）臨終護理 
（３）死亡後遺體的變化 
（４）遺體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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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安寧療護概念與相關法規 
二、護理行政： 
（一）緒論、規劃 

１、緒論： 
（１）護理行政概論 
（２）護理行政管理理論 
（３）護理專業形象 
（４）護理行政管理現況與未來趨勢 

２、規劃： 
（１）願景、價值觀、理念與使命 
（２）規劃與目標管理 
（３）生涯規劃、時間管理 
（４）工作設計 
（５）預算、資產與負債、損益

平衡分析 
（６）決策 

（二）組織、人力資源管理、醫院安全環境 
１、組織： 

（１）組織理念與概論 
（２）組織結構 
（３）護理模式 
（４）授權與分權 
（５）有效溝通 

２、人力資源管理： 
（１）人力資源管理概念 
（２）招募與甄選 
（３）排班 
（４）病人分類系統 
（５）激勵 
（６）護理教育與訓練 
（７）基層護理人員專業能力進階制度 

３、醫院安全環境： 
（１）環境管理作業 
（２）職業災害之預防 
（３）病人安全管理 
（４）傳染病防治之管理作業常規 

（三）領導統御、控制 
１、領導統御： 

（１）領導理論與概念 
（２）權力與影響力 
（３）問題解決法 
（４）衝突處理 
（５）危機處理 
（６）如何預防及處理醫療糾紛 

２、控制： 
（１）護理品質 
（２）護理電腦資訊系統 
（３）護理生產力概論 
（４）護理費用、成本分析 
（５）績效考評 
（６）護理評鑑 
 

三 內外科護理學 
一、腦神經系統： 
（一）護理評估：健康史、身體評估、

診斷檢查（顱骨和脊髓 X 光攝影、

1.書 名：新編內外科護理學
(上、下)          

作 者：劉雪娥、王桂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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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攝影、核磁共振顯像、
腦血管攝影、脊髓攝影、腦脊髓
液評估、腦脊髓液動力檢查、腦
部掃描、腦電波檢查、肌電圖檢
查、腦部超音波檢查） 

（二）常見問題與護理 
１、意識狀態改變：病因、診斷檢

查、護理處置 
２、顱內壓升高：病理機轉、臨床

表徵、診斷檢查、醫療處置、
護理處置 

（三）常見疾病與護理（包括病因、病
理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查、
醫療處置、護理處置） 

１、癲癇 
２、頭部創傷 
３、脊髓損傷 
４、椎間盤突出 
５、腦血管意外（中風） 
６、腦瘤 
７、巴金森氏症 
８、阿玆海默氏症 
９、多發性硬化症 
10、重症肌無力 

（四）神經系統手術之護理 
１、腦部手術 
２、脊椎手術 

二、消化系統： 
（一）護理評估：健康史、身體評估、

診斷檢查（實驗室檢查、上腸胃
道攝影、下腸胃道攝影、口服膽
囊攝影術、靜脈膽道攝影術、經
皮穿肝膽管攝影術、腹腔鏡檢查、
腹腔放液穿刺術、上腸胃道內試
鏡檢查、結腸鏡檢查、直腸與乙
狀結腸內試鏡檢查、逆行性內試
鏡膽胰攝影術、經皮肝臟活體組
織切片檢查、超音波檢查、電腦
斷層攝影、核磁共振顯像） 

（二）常見疾病與護理（包括病因、病
理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查、
醫療處置、護理處置）： 

１、口腔疾病：口腔癌 
２、食道疾病：食道癌 
３、胃部疾病：胃炎、消化性潰瘍、胃癌 
４、腸道疾病：胃腸道出血、腸胃

炎、闌尾炎、潰瘍性結腸炎、
腹膜炎、疝氣、結腸癌、直腸
癌、痔瘡 

５、肝、膽、胰疾病：肝炎、肝硬
化、肝癌、膽囊炎、膽結石、
膽囊癌、急慢性胰臟炎、胰臟癌 

三、肌肉骨骼系統： 
（一）護理評估：健康史、身體評估、

診斷檢查（實驗室檢查、X 光檢查、

馮容芬總校訂 
出版社：永大 
 

2.書 名：內外科護理學
(上、下) 

  作 者：李和惠等 
出版社：華杏 

 
3.書 名：最新實用內外科護

理學(上、下) 
  作 者：廖張京棣 

出版社：永大 
 

4.書 名：Medical-Surgical 
nursing: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clinical problems  

作 者：Lewis, 
S.L.,Dirksen,S.R.
,Heitkemper, M.M., 
Bucher,L.& 
Camera,I.M.  

出版社：Elsevier 
 

5.書 名：成人內外科護理 
          (上、下) 

作 者：劉雪娥總校訂 
出版社：華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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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掃描、關節攝影、電腦斷層
攝影、關節腔鏡檢查、關節穿刺
術、活體組織切片、肌電圖、核
磁共振顯像、骨密度測量） 

（二）常用醫療措施與護理：物理療法、
輔助性用具、石膏、牽引 

（三）常見疾病與護理（包括病因、病
理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查、
醫療處置、護理處置）： 

１、代謝性骨疾病：骨質疏鬆症、痛風 
２、骨感染性疾病：骨髓炎 
３、骨腫瘤 
４、結締組織病變：退化性關節炎

(TKR、THR) 
５、骨骼肌肉創傷：挫傷/拉傷/扭

傷、脫位、骨折、截肢 
 

四、眼耳鼻喉： 
（一）眼 

１、評估與檢查 
２、常見疾病與護理（包括病因、病

理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查、
醫療處置、護理處置）： 

（１）白內障 
（２）青光眼 
（３）視網膜病變：視網膜剝離 

（二）耳 
１、護理評估：健康史、身體評估、

診斷評估 
２、常見疾病與護理（包括病因、病

理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查、
醫療處置、護理處置）： 

（１）聽覺喪失 
（２）美尼爾氏症候群 
（３）中耳炎 

（三）鼻 
１、評估與檢查 
２、常見疾病與護理（包括病因、病

理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查、
醫療處置、護理處置）： 

（１）鼻竇炎 
（２）鼻咽癌 

（四）喉 
１、評估與檢查 
２、常見疾病與護理（包括病因、病

理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查、
醫療處置、護理處置）： 

（１）扁桃腺炎 
（２）喉癌 
 

五、心臟血管系統： 
（一）護理評估：健康史、身體評估、

診斷檢查（心電圖、心臟超音波、
心臟核子醫學檢查、心包膜穿刺
術、血液動力學監測、心導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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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動脈血管攝影術、電器生理
檢查、相關血液檢查） 

（二）常見疾病與護理（包括病因、病
理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查、
醫療處置、護理處置）： 

１、冠狀動脈疾病（心絞痛、心肌梗塞） 
２、心律不整疾病（心室性心律不

整、心臟節律器） 
３、發炎性心臟疾病（感染性心內膜

炎、心肌炎、心包膜炎） 
４、心臟瓣膜疾病（風濕性心臟疾病） 
５、心衰竭、心肌病變、心包膜填

塞、心因性休克 
６、心臟復健 
７、動脈疾病（高血壓、動脈瘤、

動脈阻塞性疾病） 
８、靜脈疾病（深部血栓性靜脈炎、

血栓性靜脈炎、靜脈曲張、靜
脈鬱滯性潰瘍） 

 
六、血液腫瘤： 
（一）護理評估：健康史、身體評估、

診斷檢查（骨髓檢查、血液學檢查） 
（二）血液常見疾病與護理（包括病因、

病理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查、
醫療處置、護理處置）： 

１、紅血球疾病（貧血、紅血球過多症） 
２、白血球疾病（白血病、惡性淋

巴瘤、多發性骨髓瘤） 
３、血小板 
４、輸血與骨髓移植、周邊血液幹

細胞移植、臍帶血移植 
（三）贅生性疾病概念 

１、正常細胞與癌細胞之間的差異 
２、良性腫瘤與惡性腫瘤的特徵 
３、癌症的診斷、分期與分級 
４、癌症的篩檢與預防 

（四）贅生性疾病與護理（包括病因、病
理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查、醫
療處置、護理處置）： 

１、常見贅生性疾病（含乳癌） 
２、治療（手術治療、放射線治療、

化學治療、免疫療法、生物反
應改變劑療法） 

３、常見問題的處理（疼痛、骨髓
抑制問題、心理社會） 

４、瀕死護理與安寧療護 
 

七、皮膚： 
常見疾病與護理（包括病因、病理
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查、醫療
處置、護理處置）： 

（一）細菌性感染皮膚疾病（蜂窩組織炎） 
（二）病毒性感染皮膚疾病（單純性疱

疹、帶狀疱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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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寄生蟲感染疾病（疥瘡） 
（四）皮膚癌（良性腫瘤、惡性腫瘤） 
（五）燒傷 
 
八、免疫系統： 

常見疾病與護理（包括病因、病理
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查、醫療
處置、護理處置）： 

（一）第一型過敏反應（過敏性休克、
異位性過敏） 

（二）第二型過敏反應（溶血性之輸血
反應） 

（三）第三型過敏反應（全身性紅斑性
狼瘡、類風溼性關節炎） 

（四）續發性免疫缺陷症（愛滋病） 
 
九、呼吸系統： 
（一）護理評估：健康史、身體評估、

診斷檢查（痰液培養與敏感試驗、
胸部 X 光檢查、肺掃描、肺血管
攝影、核磁共振顯像、支氣管鏡
檢查、肺功能測試、胸腔放液穿
刺術、肺切片檢查、動脈血液氣
體分析、結核菌素皮膚試驗） 

（二）常見問題與護理（呼吸困難、胸
痛、咳嗽、痰量增加、咳血、緊
張及焦慮） 

（三）常用的治療措施與護理（液體攝
入、咳嗽技巧、濕化與霧化治療、
姿位引流、叩擊及震顫、氧氣治
療、誘導性肺量器、呼吸再訓練、
抽吸、胸腔水下引流、人工氣道、
機械性通氣、肺臟復健） 

（四）常見疾病與護理（包括病因、病
理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查、
醫療處置、護理處置）： 

１、肺部感染（急性支氣管炎、肺
炎、肺結核） 

２、肋膜病變（膿胸、肋膜積水、
肋膜炎） 

３、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肺氣腫、
慢性支氣管炎、肺心症） 

４、哮喘（會哮喘重積狀態） 
５、支氣管擴張症 
６、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 
７、肺癌 
８、胸部外傷（肋骨骨折、槤枷胸、

氣胸、肺挫傷） 
９、急性呼吸衰竭 
10、肺栓塞 
11、肺水腫 
 

、十、腎臟與泌尿系統： 
（一）護理評估：健康史、身體評估、

診斷檢查（血液與尿液檢查、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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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尿管-膀胱 X 光檢查、電腦斷層
攝影、靜脈注射腎盂攝影、腎動
脈攝影、膀胱鏡檢查、逆行性腎
盂膀胱尿道攝影、排尿性膀胱尿
道攝影、腎臟穿刺、尿路動力學
檢查、超音波掃描攝影） 

（二）常見問題與護理（蛋白尿、血尿、
水腫、疼痛、電解質不平衡、貧
血、代謝性酸中毒） 

（三）常用的治療措施與護理（藥物、
飲食控制、手術、血液透析、腹
膜透析、腎臟移植） 

（四）常見疾病與護理（包括病因、病
理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查、
醫療處置、護理處置）： 

１、感染（尿道炎、膀胱炎、腎盂腎炎） 
２、免疫性疾病（急慢性腎絲球腎

炎、腎病症候群） 
３、阻塞性疾病（腎結石、尿路結

石、攝護腺肥大） 
４、腫瘤（腎細胞癌、膀胱癌） 
５、急慢性腎衰竭 
６、尿失禁 
 

十一、內分泌系統： 
（一）護理評估：健康史、身體評估、

診斷檢查（血液與尿液檢查、腦
下垂體 X 光檢查、甲狀腺造影、
副甲狀腺攝影、腎上腺攝影） 

（二）常見問題與護理（黏液水腫、性
功能障礙、多尿、煩渴、電解質
不平衡、代謝性酸中毒、焦慮、失
眠、多食、體重減輕） 

（三）常用的治療措施與護理（藥物、激
素治療、手術、注射胰島素） 

（四）常見疾病與護理（包括病因、病
理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查、
醫療處置、護理處置）： 

１、糖尿病 
２、甲狀腺機能障礙（甲狀腺機能

不足、甲狀腺機能亢進） 
３、副甲狀腺機能障礙(副甲狀腺機能

不足、副甲狀腺機能亢進) 
４、腎上腺機能障礙（愛迪生氏症、

庫欣氏症候群）腦下腺垂體機
能障礙（腦下垂體前葉機能不足
或亢進、尿崩症、抗利尿激素分
泌不當症候群） 

 
十二、急症護理： 
（一）CPR 
（二）休克 
（三）敗血症 
（四）急性創傷之緊急照護 
（五）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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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傳染病護理： 
（一）傳染病之概念（傳染過程、傳染

病防治） 
（二）傳染病護理評估（健康史、身心

狀況、診斷檢查） 
（三）常見傳染病與護理（包括病因、

病理機轉、臨床表徵、診斷檢
查、醫療處置、護理處置）： 

１、登革熱  
２、腸病毒 
３、SARS 
４、禽流感 
５、痢疾 
６、霍亂 
７、其他新興傳染病 
 

附註： 
一、手術前後護理及腫瘤護理包含於各

系統相關疾病護理中。 
二、各系統之考題均包含： 

１、評估及問題（病因、病生理機轉、
臨床表徵、診斷檢查） 

２、計劃（病生理機轉、醫療處置、
護理處置） 

３、評值 

四 產兒科護理學 

一、產科護理學： 
（一）生產家庭之照護概論 

１、歷史與趨勢 
２、家庭結構與功能 
３、傳統文化與泛文化的議題 
４、人性化生產照護 
５、母嬰親善照護原則與相關政策 
６、護理角色與功能 
７、生命統計 

（二）妊娠期婦女與其家庭護理 
１、遺傳諮詢 
２、評估與適應 
３、懷孕與胎兒發育 
４、孕期生理變化 
５、孕期心理與社會方面調適 
６、孕期營養評估與指導 
７、胎兒診斷、監測及治療 
８、生產教育與指導 

（三）待產及生產階段婦女與其家庭照護 
１、生產機轉與過程 
２、評估與監測 
３、待產及生產階段之相關照護 
４、疼痛評估與處置 

（四）產後期婦女及其家庭照護 
１、生理復舊與適應 
２、評估與監測 
３、產後期相關照護 
４、心理與社會方面調適 
５、母乳哺餵 

一、產科護理學： 
1.書 名：實用產科護理 

作 者：李從業 
出版社：華杏 

 
2.書 名：產科護理學 

作 者：余玉眉總校閱 
出版社：新文京 

 
3.書  名：Clinical 

Companion for 
Maternity & 
Women′s Health 
Care 

作  者：Perry, S. E., 
Cashion, M. C., & 
Lowdermilk, D. L. 

出版社：Mosby 
 

4.書  名：Olds' Maternal-
Newborn Nursing & 
Women′s  
Health Across the 
Lifespan 

作  者：Davidson, M. R.,   
               London, M. L., &  
               Ladewig, P. W.  
  出版社：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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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親子關係評估與建立 
７、生育計畫 

（五）新生兒的護理 
１、生理調整與適應 
２、評估與監測 
３、新生兒期相關照護 
４、營養評估與餵食 
５、新生兒之居家相關照護 

（六）高危險妊娠相關疾患及其護理 
１、妊娠期常見合併症 
２、產中期合併症 
３、產後期合併症 

（七）婦女常見之護理 
１、月經異常之護理 
２、性接觸傳染疾病之護理 
３、更年期之護理 
４、不孕症之護理 
５、常見的婦科檢查與治療 
６、感染性疾病之護理 
７、器質性疾病之護理 
８、婦科良性與惡性腫瘤之護理 
 

二、兒科護理學： 
（一）緒論 

１、兒科護理之定義 
２、兒科護理之起源與發展 
３、兒科護理角色與職責 

（二）正常兒童之生長發展與健康照護 
１、正常兒童之生長與發展 
２、氣質特徵與兒童教養 
３、兒童安全維護及事故傷害之預

防與嬰幼兒急救護理 
４、兒童之營養需求 
５、兒童之預防注射 
６、以家庭為中心之兒科照護 

（三）兒童之臨床評估 
１、兒童之發展評估 
２、家庭與文化之評估 
３、身體檢查與評估 

（四）高危險性新生兒之護理 
１、高危險新生兒之定義 
２、高危險性新生兒之評估 
３、早產兒護理 
４、高膽紅素血症及其護理 
５、呼吸窘迫症候群及其護理 
６、敗血症及其護理 

（五）住院兒童之護理 
１、住院兒童及家屬對住院壓力之反應 
２、與兒童溝通之技巧及治療性遊戲 
３、兒童疼痛之評估及處理 
４、減少住院壓力之護理措施 
５、常用兒科護理技術 

（六）慢性病兒童及其家庭之護理 
１、慢性病對不同年齡層兒童之衝

擊與因應 

5.書  名：幫助母親哺餵母乳 
作  者：菲莉西蒂•沙瓦

齊•金，譯者：陳
昭惠 

出版社：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6.書  名：實用婦科護理 

作  者：馮容莊等著 
出版社：華杏 
 

7.書  名：簡明產科護理 
作  者：鍾聿琳總校閱 
出版社：華杏 

 
8.書  名：母乳哺育的理論

與實務 

   作  者：王淑芳、陳昭惠 

（總校閱） 

   出版社：台灣母乳哺育聯合
學會 

 

9.書  名：產科護理學 
 作  者：周汎澔總校閱 
 出版社：永大 
 

10.書  名：婦女健康：理論
與實務 

作  者：王秀紅、曾綺華
總校閱 

出版社：禾楓書局 
 

11.書  名：婦癌臨床診療指
引 

作  者：台灣臨床研究合
作組織 

出版社：國家衛生研究院 
 

12.書  名：婦嬰護理學―產
科、婦科及婦女
健康 

作  者：Davidson, M. 
R., London, M. 
L., & Ladewig, 
P. W.原著；孫
吉珍等譯 

出版社：華杏 
13.書 名:Williams   
         Obstetrics 
   作 者:F.Cunningham, 
         Kenneth Leveno, 
         et al. 
  出版社:McGraw-Hill 
 
二、兒科護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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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慢性病兒童家庭之衝擊與因應 
３、慢性病兒童學校生活之適應 

（七）瀕死兒童之護理 
１、兒童對死亡之概念 
２、兒童對瀕死之反應 
３、對瀕死兒童及其家庭之護理 

（八）傳染性疾病患童之護理 
１、兒童傳染性疾病常見之健康問題 

（１）體溫過高 
（２）皮膚完整性受損 

２、兒童常見之傳染性疾病 
（１）玫瑰疹 
（２）水痘 
（３）腮腺炎 
（４）猩紅熱 
（５）腸病毒 
（６）登革熱 

３、兒童傳染性疾病之護理 
（九）呼吸系統疾病患童之護理 

１、兒童呼吸系統之生理特徵 
２、兒童呼吸系統疾病常見之健康問題 

（１）呼吸道清除功能失效 
（２）低效性呼吸型態 

３、兒童常見之呼吸系統疾病 
（１）上呼吸道及疾病 

ａ、中耳炎 
ｂ、哮吼 
ｃ、扁桃腺炎 

（２）下呼吸道疾病 
ａ、肺炎 
ｂ、細支氣管炎 
ｃ、氣喘 

４、兒童呼吸系統疾病之護理 
（十）循環系統疾病患童之護理 

１、兒童心臟血管的生理特徵 
２、兒童心臟疾病常見之健康問題 

（１）組織灌流改變 
（２）氧合功能改變 

３、兒童常見的心臟疾病 
（１）先天性心臟病 

ａ、發紺 
（２）法洛氏四合症 

ａ、非發紺 
（ａ）心室中膈缺損 
（ｂ）開放性動脈導管 

（３）後天性心臟病 
ａ、風濕性心臟病 
ｂ、川崎症 

４、兒童心臟疾病之護理 
（十一）血液系統疾病患童之護理 

１、兒童血液系統之生理特徵 
２、兒童血液系統疾病常見之健康問題 

（１）疲憊 
（２）高危險性出血 
（３）輸血相關問題 

1.書 名：實用兒科護理 
作 者：陳月枝等  
出版社：華杏 
 

2.書 名：兒科護理學 
作 者：蔣立琦等 
出版社：永大 
 

3.書 名：人類發展學
（Development 

          Across the Life 
Span） 

作 者：Robert S. Feldman
原著，黃久美等
譯，穆佩芬總校 

出版社：華杏 
 

4.書 名：兒童身體檢查與評估 
作 者：溫淑芳 
出版社：華騰 
 

5.書 名：Wong′s  nursing 
care of infants 
and children 

作 者：Hockenberry 
出版社：Mosby 
 

6.書  名：小兒科護理技術 
作  者：Ruth C. Bindler & 

Jane W. Ball 原
著，舒蕙菁等譯 

出版社：華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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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兒童常見之血液疾病 
（１）G6PD 缺乏症 
（２）海洋性貧血 
（３）血友病 

４、兒童血液疾病之護理 
（十二）內分泌與代謝功能異常兒童之護理 

１、兒童內分泌與代謝系統之生理特徵 
２、兒童內分泌與代謝系統常見之

健康問題 
（１）營養狀況不均衡 
（２）身體心像改變 
（３）個人因應能力改變 

３、兒童常見之內分泌與代謝系統疾病 
（１）第一型糖尿病 
（２）苯酮尿症 
（３）先天性甲狀腺功能不足 

４、兒童內分泌與代謝系統之護理 
（十三）消化系統疾病患童之護理 

１、兒童消化系統之生理特徵 
２、兒童消化系統常見之健康問題 

（１）體液電解質不平衡 
（２）營養狀況不均衡 

３、兒童常見之消化系統疾病 
（１）兔唇顎裂 
（２）腸套疊 
（３）肛門閉鎖 
（４）急性腸胃炎 

４、兒童消化系統疾病之護理 
（十四）泌尿生殖系統疾病患童之護理 

１、兒童泌尿生殖系統之生理特徵 
２、兒童泌尿生殖系統常見之健康問題 

（１）體液電解質不平衡 
（２）身體心像改變 

３、兒童常見之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１）泌尿道感染 
（２）急性腎絲球炎 
（３）腎病症侯群 
（４）尿道下裂 

４、兒童泌尿生殖系統疾病之護理 
（十五）神經、肌肉及骨骼系統疾病患

童之護理 
１、兒童神經、肌肉及骨骼系統之

生理特徵 
２、兒童神經、肌肉及骨骼系統常

見之健康問題 
（１）腦部組織灌流改變 
（２）肢體活動功能障礙 
（３）高危險性損傷 
（４）意識障礙 
（５）知覺功能改變 

３、兒童常見之神經、肌肉及骨骼
系統疾病 

（１）熱性痙攣 
（２）癲癇 
（３）腦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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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雷氏症候群 
（５）水腦 
（６）腦性麻痺 

４、兒童神經、肌肉及骨骼系統疾
病之護理 

（十六）癌症兒童之護理 
１、兒童癌症常見之健康問題 

（１）兒童癌症化學治療 
（２）保護能力改變 
（３）身體心像改變 
（４）分離焦慮 
（５）預期性失落 

２、兒童常見之癌症 
（１）白血病 
（２）腦瘤 
（３）何杰金氏症(Hodgkin’s 

disease) 
３、癌症兒童及其家庭之護理 
４、癌症兒童之緩和醫療照護 

（十七）兒童、青少年發展及心理健康
問題之護理 

１、兒童發展及心理健康評估與護理 
２、常見之兒童發展及心理健康問題 

（１）智能不足 
（２）自閉症 
（３）兒童虐待 
（４）青少年憂鬱症 

３、兒童發展遲緩及早期療育 

五 
精神科與社區

衛生護理學 

一、 精神科護理學： 
(一) 精神科護理學基本概念(含心理防

衛機轉)；精神衛生護理專業角色
與功能；護理倫理與精神衛生相關
法律 

(二) 治療性人際關係與溝通；健康與精
神障礙的護理評估與處置(含藥
物、肌體、個別心理治療、環境、
團體、認知、行為、家庭、特殊治
療等護理處置）；常見精神疾病臨
床判斷與解析（病因、精神病理、
症狀、病理機轉、流行病學、臨床
表徵、實驗資料判讀、診斷） 

(三) 思考(認知)障礙、情感障礙病人之
護理 

(四) 焦慮障礙、物質濫用、人格違常、
身體疾患病人之護理 

(五) 特殊年齡層疾患之護理（包括兒童
及青少年(含飲食障礙)、老年(含
失智)） 

(六) 社區心理衛生及護理(含出院準備
服務、 居家照護、護理之家、社
區照護、機構照護等) 

(七) 特殊情境護理(含自殺與暴力、約
束與隔離、災難後照護、危機管
理、多元與安全醫療照護環境、健
康風險控制預防等) 

一、精神科護理學： 
1.書 名：精神科護理學 

作  者：王美業等譯，李選
總校閱 

出版社：五南 
 

2.書 名：精神科護理學 
作 者：黃瑞媛等 
出版社：新文京 
 

3.書 名：精神科護理概論
（基本概念及臨床
應用） 

作 者：蕭淑貞等 
出版社：華杏 

 
4.書  名：精神科護理學 

作  者：鍾信心等 
出版社：華杏 
 

5.書 名：新編精神科護理學 
作 者：黃宣宜等，黃宣宜

總校訂 
出版社：永大 
 

6.書  名：21 世紀臨床精神藥
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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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衛生護理學： 
（一）健康照護體系與健康政策（業務、

現況、趨勢）：基層醫療保健、
衛生行政組織、全民健保、社區
衛生護理人員角色、社區衛生護
理展望 

（二）流行病學與生命統計：常用生命
統計意義、流行病學概念、流行
病學在社區評估意義 

（三）社區健康營造與社區健康評估：
社區健康營造、社區健康評估方
法、社區資源應用、社區健康計
畫與評價概念 

（四）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 
（五）傳染病防治與護理 
（六）環境衛生與護理 
（七）家庭訪視、家庭評估、家庭護理 
（八）嬰幼兒、青少年與婦女之健康與照護 
（九）學校衛生護理 
（十）職業衛生護理 
（十一）長期照護、個案管理、居家護

理、慢性疾病與安寧照護 
（十二）慢性病防治 

作  者：沈武典 
出版社：合記 

 
7.書  名：精神科護理學 

  作  者：葉美玉 

  出版社：高立 

 

8.書  名：實用精神醫學 

  作  者：李明濱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醫學
院 

 
9.書  名: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5. 

  作  者: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出版社:iGroup Press 
 
10.書 名:DSM-5 精神疾病診斷  
         準則手冊 
   作 者: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台灣 
精神醫學會譯 

  出版社:合記 
 
11.書 名:DSM-IV-TR 精神疾病 
         診斷準則手冊 
   作 者: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孔繁
鐘編譯 

  出版社:合記 
 
二、社區衛生護理學： 
1.書 名：公共衛生護理概論 

作 者：黃璉華  
出版社：華杏 
 

2.書 名：社區衛生護理學 
作 者：尹祚芊等 
出版社：永大 
 

3.書 名：公共衛生護理學 
作 者：陳美燕等編著 
出版社：啟英文化 
 

4.書 名：社區衛生護理學 
作 者：陳靜敏等  
出版社：華杏 
 

5.書 名：健康促進-理論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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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作 者：王秀紅等 
出版社：華杏 
 

6.書  名：Public health 
          nursing: Population- 
                centered health  
          care in the 

community  
作  者：Stanhope,M.,& 
        Lancaster,J. 

  出版社：St. Louis:Mosby 
 
7.書 名：長期照護概論 

作 者：阮玉梅等 
出版社：華杏 
 

8.書 名：長期照護 
作 者：陳清惠等 
出版社：華格那 
 

9.書  名：長期照護實務 
作  者：陳惠姿 

  出版社：永大 
 
10.書  名：長期照護 

作  者：劉淑娟 
   出版社：華杏 
 
11.書  名：公共衛生年報 

作  者：衛生福利部 
出版社：衛生福利部 

 
12.書  名：學校衛生護理 

作  者：黃璉華、尹祚芊
等編著 

出版社：華杏 
 

13.書  名：職業與環境衛生護
理概念與實務 

作  者：蕭淑銖等編著 
出版社：華杏 
 

備 註 
表列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及參考用書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

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