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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注意事項— 

 

① 應考人須按編定座位入座，作答前應先檢查答案卡、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桌角號

碼、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作答

者，不予計分。 

② 答案卡須保持清潔完整，請勿折疊、破壞或塗改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及條碼，亦不

得書寫應考人姓名、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③ 本試題本為雙面印刷，選擇題50題、填空題10題，共100分。答案卡每人一張，不得

要求增補。未依規定劃記答案卡，致讀卡機器無法正確判讀時，由應考人自行負責，

不得提出異議。 

④ 選擇題限用2B鉛筆劃記。請按試題之題號，依序在答案卡上同題號之劃記答案處作

答，未劃記者，不予計分。欲更改答案時，請用橡皮擦擦拭乾淨，再行作答，切不

可留有黑色殘跡，或將答案卡汙損，也切勿使用立可帶或其他修正液。 

⑤ 非選擇題應用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作答，欲更改答案時，限用立可帶修正後再行

作答，不得使用修正液。 

⑥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依考選部公告「國家考試電子計算機規格標

準」規定第一類，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得發出

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

仍執意使用者，扣該節成績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

後歸還。 

⑦ 測驗期間，行動電話或其他具可傳輸、掃描、交換或儲存資料功能之電子通訊器材或穿

戴式裝置禁止隨身攜帶，違者該節以零分計。 

⑧ 請務必將行動電話關機，並將行動電話及鐘錶之鬧鈴及整點報時功能關閉，測驗中聲響

者該節以零分計。 

⑨ 考試結束，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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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選擇題【共50題，每題1.4分，共70分】 

1. 員工之特殊體檢安排是在進行何項預防工作？ 

(A)初段預防  (B)次段預防  

(C)三段預防  (D)四段預防 

2. 何者不是慢性病防治之職護策略？ 

(A)持續關心與追蹤  (B)從病友組織獲支持  

(C)強化員工自我照顧  (D)三讀五對藥物 

3. 安排員工的大腸癌篩檢活動是進行何種預防保健工作？ 

(A)健康促進 (B)特殊保護 (C)早期診斷 (D)限制殘障 

4. 為能讓法令適用範圍能擴大至各行業所有工作者，於2013年7月3日公布適用工作者的新

名稱法令為何者？ 

(A)職業安全衛生法  (B)勞工安全衛生法 

(C)工作健康安全法  (D)職業健康安全法 

5. 我國規範雇主不得使未滿幾歲者從事如坑內工作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A)15 (B)16 (C)18 (D)20 

6. 我國之勞工健康實施分級健康管理，是分為多少級？ 

(A)四 (B)五 (C)六 (D)八 

7. 游離輻射作業者之定期檢查期限是多久？ 

(A)六個月 (B)十二個月 (C)十五個月 (D)十八個月 

8. 未滿40歲員工應幾年健檢一次？ 

(A)1 (B)2 (C)3 (D)5 

9. 醫療保健服務業是為第幾類事業？ 

(A)一 (B)二 (C)三 (D)四 

10. 下列何者對於防範有害物食入之方法，何者不正確？ 

(A)不在工作場所進食或飲水 (B)有害物與食物隔離 

(C)穿工作服  (D)常洗手 

11. 衛生教育員工使其表示願意學習，此為達成何種領域的衛生教育學習目標？ 

(A)情意  (B)認知 (C)行為 (D)技能 

12. 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簡稱為BMI)是指下列何者？ 

(A)胸圍除以身高   

(B)體重除以身高 

(C)胸圍除以身高的平方  

(D)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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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腕隧道症侯群常發生於下列何種作業？ 

(A)第一種壓力容器作業 (B)堆高機作業 

(C)電腦鍵盤作業  (D)潛水作業 

14.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勞工人數

在多少人以上時，應聘專任護理人員1人以上？ 

(A)100 (B)200 (C)300 (D)400 

15. 下列何者較不為中高齡勞工於搬運作業中常見的災害？ 

(A)跌倒滑倒 (B)過敏 (C)下背痛 (D)肌肉骨骼傷害 

16. 危害控制應優先考慮由何處著手？ 

(A)暴露者 (B)危害所及之路徑 (C)作業管理 (D)危害源 

17. 加油站為避免加油工人吸入過多油氣而致癌，故全面加裝能回收油氣的加油槍，此措施

是屬於哪一階段的疾病預防工作？ 

(A)初段第一級  (B)初段第二級  

(C)次段第三級  (D)末段第四級 

18. 衛生教育有關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傳染途徑，下列何者錯誤？ 

(A)血液、精液中含大量病毒 

(B)無法透過眼淚或汗水傳染 

(C)空窗期的病人無傳染力 

(D)不會藉由擁抱、接吻傳染 

19. 何者為原發性細菌感染最先出現之免疫球蛋白？ 

(A) IgM (B) IgG (C) IgE (D) IgA 

20. 何者是血液透析時，最常造成感染的致病菌？ 

(A)黴菌  (B)克雷白氏桿菌  

(C)鏈球菌  (D)金黃色葡萄球菌 

21. 下列何者不是經由垂直傳染的傳染病？ 

(A) B型肝炎 (B)愛滋病 (C)肺結核 (D)梅毒 

22. 下列何者是直腸結腸癌的腫瘤指標？ 

(A)CA-125    (B)BRCA 2基因 

(C)C－反應蛋白（CRP） (D)癌胚抗原（CEA） 

23. 有關帶狀疱疹的病因及臨床表徵，何者錯誤？ 

(A)好發於年紀幼小孩童 

(B)病灶會沿著神經皮節分布 

(C)病毒可能會侵犯眼睛、耳朵等部位 

(D)可能侵犯三叉神經，造成面部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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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高血壓危險因子之敘述，下列何者無法調控？ 

(A)壓力 (B)肥胖 (C)吸菸 (D)家族史 

25. 有關高血壓病人的衛教，下列何者錯誤？ 

(A)需每天定時測量血壓 

(B)按時服藥可以根治高血壓 

(C)不能服用他人的藥物 

(D)自行停藥會使高血壓惡化 

26. 急性心肌梗塞時，下列何者最早出現在血液中？ 

(A) Troponin I (B) CK-MB (C) LDH  (D) SGOT (AST) 

27. 有關代謝症候群所衍生的疾病，下列何者錯誤？ 

(A)心臟病 (B)中風 (C)慢性腎臟病  (D)糖尿病 

28. 有關骨質疏鬆症危險因子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肥胖  (B)停經婦女 

(C)長期服用類固醇藥物 (D)抽菸喝酒 

29. 下列何者是泌尿道感染最常見的細菌？ 

(A)綠膿桿菌 (B)克雷白氏桿菌 (C)大腸桿菌 (D)黴漿菌 

30. 有關心絞痛服用Nitroglycerin (NTG)的藥物作用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促進血管擴張  (B)利尿 

(C)增加心跳  (D)增強心肌收縮力 

31. 下列哪一項電解質不平衡，最容易引起毛地黃(Digoxin)中毒？ 

(A)鈉 (B)鉀 (C)磷 (D)氯 

32. 下列何者為心電圖顯示心臟再極化的波形(wave)？ 

(A) P wave (B) QRS wave (C) T wave (D) U wave 

33. 評估嚴重腹腔出血的徵象，下列何者正確﹖ 

(A) Cullen's Sign  (B) McMurray's Sign 

(C) Homan's Sign  (D) Phalen's Sign 

34. 有關慢性腎衰竭的臨床症狀，下列何者最常見？ 

(A)高鉀、低磷 (B)高磷、高鈣 (C)高鉀、高磷 (D)高鉀、高鈣 

35. 癲癇病人發作時的護理措施，下列何者正確？ 

(A)從嘴角塞入藥物以減緩抽搐 (B)用力扳開牙齒以免咬傷舌頭 

(C)頭側向一邊以利引流唾液 (D)約束肢體以免肢體撞傷 

36. 當一人執行CPR時，應先執行2分鐘的急救後再求救，但下列何者除外？ 

(A)電擊 (B)藥物中毒 (C)溺水 (D)心臟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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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若您是急診室檢傷分類護理師，以下哪一位病人須列為最優先處理？ 

(A)持續嘔吐之病人  (B)持續性慢性疼痛之病人 

(C)車禍右手骨折之病人 (D)開放性胸部創傷之病人 

38. 以下何者是急重症單位發生感染之因素？ 

(A)人力不足 (B)控管會客人數  

(C)無區隔的空間 (D)使用太多種藥物 

39. 哈姆立克急救法適用於以下哪一種病患？ 

(A)異物梗塞 (B)電擊 (C)創傷 (D)一氧化碳中毒 

40. 有關上消化道出血的臨床表徵，下列何者正確？ 

(A)大多解鮮紅色血便   

(B)嚴重時會造成心搏過速 

(C)嚴重時會造成皮膚發熱、潮紅  

(D)常見的原因為結腸不正常的出血 

41. 有關糖尿病酮酸中毒(DKA)之處置，下列何者正確？ 

(A)皮下注射大劑量短效胰島素 

(B)建立靜脈輸液，補充葡萄糖溶液 

(C)建立靜脈輸液，給予0.9%生理食鹽水 

(D)鼓勵由口進食，補充身體所需之熱量 

42. 有關心肺復甦術時胸部按壓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按壓位置為胸部兩乳頭連線中央 (B)成人壓胸深度至少10公分 

(C)速度維持每分鐘60-80次 (D)躺臥姿勢宜頭低腳高 

43. 毛地黃中毒可能出現的生命徵象變化，下列何者正確？ 

(A)體溫37.8度C  (B)心尖脈50次/分  

(C)呼吸速率21次/分  (D)血壓150/90mmHg 

44. 有關出血性腦中風病人的治療處置，下列何者應避免？ 

(A)進行意識評估  (B)監測血壓  

(C)給予降壓藥物  (D)給予抗凝血劑，如Heparin 

45. 有關糖尿病低血糖之臨床表徵，下列何者正確？ 

(A)皮膚溫暖 (B)腹痛 (C)冒冷汗 (D)發燒 

46. 導致副甲狀腺切除病人術後出現手與嘴唇周圍針刺感及手足抽搐症狀，下列何者正確？ 

(A)低血鈣 (B)低血鈉 (C)低血磷 (D)低血糖 

47. 有關自發性氣胸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好發於肥胖型體型  (B)好發於瘦高型體型 

(C)好發於老人  (D)與體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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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王先生50歲，今早因施工不小心自5樓跌下造成胸椎第四節處損傷，送到急診時出現低

血壓、心跳過慢、低體溫、腸蠕動變慢，及運動、感覺與反射均消失，王先生此時處於

下列何種情況？ 

(A)脊髓自動症   

(B)低血容積性休克 

(C)自主神經過度反射   

(D)脊髓休克 

49. 吳先生因於農地採薑而遭雷擊，有關電燒傷對身體造成傷害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皮膚外觀會有大面積焦黑狀況  

(B)組織傷害最為嚴重 

(C)是燒傷中癒後最佳的  

(D)應盡速安排焦痂切除術 

50. 下列經口食入酸性物質中毒病人之處置，何者正確？ 

(A)盡速利用催吐劑促進病人嘔吐 

(B)使用鹼性物質(如檸檬汁)以中和酸性物質 

(C)插鼻胃管用反抽方式排空腸胃道中之酸性物質 

(D)以內視鏡確診無腸胃道穿孔之酸性物質中毒，可考慮使用水或制酸劑進行稀釋 

第二部分：填空題【共10題，每題3分，共30分】 

1. 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在職勞工應每________年實施一般健康檢查一次。 

2. 配戴安全帽以預防事故傷害是屬於第________級預防工作。 

3.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對特約醫護人員的在職教育訓練規定，其課程內容共包涵

三類，除了「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職場健康管理實務」，還有________。 

4.           是瀕死病人最後消失的知覺。 

5. 以GCS昏迷量表評估結果為：叫病人名字時他會張開眼，在右手臂刺激時左手會試圖將

刺激物移除，能與人交談，但對於人、時、地並不清楚，總分應為            。 

6. Warfarin（Coumarin）中毒的解毒劑為            。 

7. 右腳石膏固定的病人，醫囑右腳不宜負重，但可用枴杖行走，________點式枴杖步態最

適合。 

8. 基本救命術胸外按壓(壓胸)與人工呼吸(吹氣)比為________。 

9. 呼吸衰竭最常用的定義是指動脈血氧分壓(PaO2)低於________mmHg。 

10. 把握搶救急性中風________小時，可降低失能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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