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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務必填寫姓名：     ． 
            應考編號：     ． 

  Ans. 選擇題：每題 2分，共 50題，計 100分 

1.  [   ] 【2】 下列有關中暑的症狀，何者有誤？ 
(1)體溫升高 (2)流汗過多 (3)呼吸淺快 (4)昏迷。 
 

2.  [   ] 【3】 處理一氧化碳中毒的病患，下列何者最適合 
(1)置入鼻胃管以執行胃灌洗 (2)置入存留導尿管觀察尿液排出量 
(3)經由氧氣面罩給予 100％氧氣 (4)依醫囑給予支氣管擴張劑。 
 

3.  [   ] 【1】 異物梗塞（choking）病人出現下列何種情況時，應立即為其施行哈
姆立克急救法（Heimlich maneuver）？ 
(1)氣道阻塞無法說話 (2)劇烈咳嗽 (3)呼吸急促 (4)僅能發出微
弱的聲音。 
 

4.  [   ] 【3】 李先生因心肌梗塞發作，經施行 CPR急救後，雖恢復呼吸與心跳，
但仍意識不清，護理人員應協助個案採取下列何種姿勢？  
(1)垂頭仰臥式 (2)俯臥 (3)復甦側臥 (4)膝胸臥位。 
 

5.  [   ] 【4】 在疾病傳染期間暫時關閉公共場所，這在傳染病的防治原則中是屬
於何種防治原則？ 
(1)降低疾病感受性 (2)增加宿主抵抗力 (3)減少感染源之傳染力 
(4)切斷傳染途徑。 
 

6.  [   ] 【4】 李小姐騎機車發生車禍，經電腦斷層掃描診斷後發現為顱底骨折而
住院觀察，李小姐一直抱怨流鼻水，下列護理措施何者正確？ 
(1)請病人用力擤乾淨 (2)用抽吸管伸進鼻腔中抽吸乾淨 (3)可能
是感冒會請醫師來看 (4)教導暫勿用力咳嗽或打噴嚏。 
 

7.  [   ] 【2】 為老人施打流感疫苗，是屬於哪一種傳染病防治策略？  
(1)消滅病媒 (2)保護易感宿主 (3)阻絕致病原及病原體 (4)去除
中間宿主。 
 

8.  [   ] 【3】 陳護理師預備提供有代謝症候群的員工相關健康問題之處置，下列
指導內容何者正確？ ①養成每日運動 30分鐘的習慣②強調透過運
動可以降低高密度脂蛋白③養成每日五蔬果的概念④強調每日攝取
鹽分在 10毫克以上。 
(1)①② (2)②④ (3)①③ (4)③④。 
 

9.  [   ] 【2】 依據衛生福利部定義，成人身體質量指數（BMI）大於多少即屬於肥
胖？ 
(1) 20 (2)27 (3)35 (4)45。 
 

10.  [   ] 【1】 造成代謝症候群最主要的因素為： 
(1)生活型態(2)環境因素 (3)遺傳因素 (4)經濟因素。 
 

11.  [   ] 【1】 當繃帶包紮時，病患包紮的肢體出現下列何種情況時，表示繃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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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過緊？ 
(1)肢體感覺發麻 (2)定帶處繃帶脫落 (3)肢體皮膚紅潤 (4)肢體
溫暖。 
 

12.  [   ] 【2】 王先生下車時扭傷腳踝，護理人員以彈性繃帶包紮的目的為何？①
固定傷口敷料 ②預防腫脹 ③矯正畸形 ④限制關節活動 
(1)①② (2)②④ (3)①③ (4)③④。 
 

13.  [   ] 【4】 林小姐車禍導致小腿多處挫傷、腫脹，護理人員以彈性繃帶進行包
紮，有關包紮之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彈性繃帶包紮完後的 60分鐘應執行第一次的評估，之後每 2～4
小時評估一次 (2)包紮傷口處如有滲液，造成繃帶潮溼不可隨意更
換，以免包紮部位壓力減輕造成下肢腫脹 (3)包紮時應自肢體近端
往遠端包紮 (4)使用彈性繃帶包紮，應隨時觀察末梢肢體之外觀顏
色、溫度、感覺等。 
 

14.  [   ] 【3】 有關壓力性尿失禁的改善方法，下列何者錯誤？ 
(1)減重 (2)凱格爾氏運動（Kegel's exercise）(3)限制飲水 (4)
養成排尿習慣。 
 

15.  [   ] 【3】 有關腳踝扭傷的護理，下列何者正確？ 
(1)受傷 24～48小時內應冷敷，以促進肌肉鬆弛，減輕疼痛 (2) 受
傷 48小時後應熱敷，以減輕炎症反應 (3)可立即使用毛巾裝碎冰，
直接在患部進行溼冷敷 (4)可使用烤燈，直接對著傷處進行熱療。 
 

16.  [   ] 【2】 服用 digitalis治療心臟病，護理人員應特別注意其下列哪一項身
體檢查的結果？  
(1)體溫 (2)脈搏 (3)呼吸 (4)血壓。 
 

17.  [   ] 【3】 評估病人呼吸的功能，下列哪一種方法錯誤？  
(1)觀察病人是否運用呼吸輔助肌協助呼吸 (2)呼吸時觸診病人左
右兩側胸廓移動是否對稱 (3)抽靜脈血液檢查氧氣、二氧化碳以及
酸鹼值 (4)聽診病人的呼吸聲音。 
 

18.  [   ] 【1】 下列何者不會造成換氣過度（hyperventilation）的情況？ 
(1)代謝性鹼中毒 (2)發燒 (3)糖尿病酮酸中毒 (4)害怕焦慮。 
 

19.  [   ] 【2】 下列哪些情況會導致呼吸過緩？  
①顱內壓升高 ②酮酸中毒 ③服用嗎啡過量 ④發燒 
(1)①② (2)①③ (3)②③ (4)②④。 
 

20.  [   ] 【4】 護理師應告知病患各種檢查之危險性，並尊重病患本人的決定，此
為何種倫理原則？  
(1)行善原則 (2)不傷害原則 (3)公平原則 (4)自主原則。 
 

21.  [   ] 【3】 南丁格爾誓言中「勿取服或用有害之藥」，即強調護理師應符合何
種倫理的原則？  
(1)行善原則 (2)誠實原則 (3)不傷害原則 (4)自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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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 【3】 有關流感疫苗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為活性疫苗 ②為非活性疫
苗 ③保護效力約只能維持一年 ④含硫汞成分  
(1)①③ (2)①④ (3)②③ (4)②④。 
 

23.  [   ] 【4】 經職業醫學專科醫師臨廠服務時，發現鞏先生有腕垂症、貧血和牙
齦邊緣出現淡藍色線等問題。鞏先生最可能從事的工作為何？  
(1)食品冷凍作業 (2)運輸物流貨運作業(3)沖床高噪音作業 (4)鉛
作業。 
 

24.  [   ] 【1】 下列何者不包含在四癌防治計畫篩檢中的項目？ 
(1)肺癌篩檢 (2)乳癌篩檢 (3)口腔癌篩檢 (4)子宮頸癌篩檢。 
 

25.  [   ] 【3】 WHO指出慢性病（含癌症）四大危險因子不包含下列何者? 
(1)菸 (2)酒 (3)檳榔 (4) 缺乏規律運動。 
 

26.  [   ] 【4】 醫囑「acetaminophen 500 mg/tab 1# P.O. q.4h p.r.n.」，則病
人一天服用 acetaminophen劑量為多少？  
(1)1,500 mg (2) 2,000 mg (3) 3,000 mg (4)無法確定。 
 

27.  [   ] 【2】 周先生不慎從行駛中火車跌落，導致頭部創傷，GCS評估結果為
E1V2M3，此分數所代表的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表示病人處深度昏迷狀態，預後較差 (2)給予疼痛刺激眼睛均無
反應 (3)給予疼痛刺激發出單字或片語 (4)給予疼痛刺激會將疼痛
點移除。 
 

28.  [   ] 【2】 有關肝硬化引起食道靜脈曲張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維持病人凝血機能，可輸注新鮮冷凍血漿 (2)可服用鎮靜安眠藥
物以維護病人安全 (3)為肝硬化病人發生上消化道出血的主要原因 
(4)當食道靜脈曲張破裂出血時，首要處理方式為止血。 
 

29.  [   ] 【4】 下列何種腸造口病人需學習造口灌洗以建立排便型態？ 
(1)迴腸 (2)升結腸 (3)橫結腸 (4)乙狀結腸。 
 

30.  [   ] 【3】 林先生因缺血性心臟病，接受植入冠狀動脈支架 3個，近日表示病
已經痊癒，不想再吃藥了。身為護理師，下列反應何者錯誤？ 
(1)鼓勵林先生說出心裡的想法，以不批判的態度傾聽 (2)了解林先
生的想法，並針對其問題給予個別性指導 (3)指責其錯誤的想法，
並恐嚇其若不繼續治療的後果 (4)告知血管內支架的作用，以及繼
續服藥的重要性。 
 

31.  [   ] 【2】 鼻咽癌的發生可能與下列何種病毒感染有關？  
(1) CMV（cytomegalovirus） (2) EBV（Epstein-Barr virus） (3)
HPV（human papilloma virus） (4) HSV-II（herpes simplex 
virus-II）。 
 

32.  [   ] 【3】 有關甲狀腺機能亢進的臨床表徵，下列何者正確？ 
(1)食慾下降 (2)腸蠕動減慢 (3)心跳過速 (4)三碘甲狀腺素下降。 
 

33.  [   ] 【2】 有關心肺復甦術時胸部按壓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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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置為胸部兩乳頭連線中央 (2)速度維持每分鐘 80次 (3)成人
深度至少 5公分 (4)每次壓胸後須放鬆讓胸部完全回彈後再下壓。 
 

34.  [   ] 【3】 下肢動脈功能不全病人最常出現下列何項臨床表徵？ 
(1)內腳踝潰瘍 (2)下肢脈搏增強 (3)間歇性跛行 (4)腳踝色素沉
著。 
 

35.  [   ] 【1】 有關葉克膜體外維生系統（ECMO）的使用目的，下列何者最正確？
(1)如同體外心肺循環，執行氣體交換 (2)如同人工呼吸器，可以幫
助呼吸 (3)如同體外節律器，治療心律不整 (4) 如同人工腎臟，排
除身體的毒素。 
 

36.  [   ] 【2】 下列何種病人不適合做核磁共振攝影（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檢查？ 
(1)有裝固定假牙的老年人 (2)有裝心臟節律器的心臟病病人(3)
接受過開顱手術的腦腫瘤病人 (4)使用抗凝血劑治療的腦中風病
人。 
 

37.  [   ] 【1】 有關診斷心包膜填塞的貝克氏三病徵（Beck's triad），不包括下
列何者？ 
(1)中心靜脈壓降低 (2)頸靜脈怒張 (3)心音模糊低沉 (4) 動脈性
低血壓。 
 

38.  [   ] 【3】 評估是否中止肺結核病人空氣傳染防護措施（Airborne 
precaution）之指標，下列何者正確？ 
(1)體溫恢復正常 (2)不再咳嗽 (3)痰液培養連續 3次陰性反應(4)
皮膚測試結果為陰性。 
 

39.  [   ] 【2】 預防婦女發生泌尿道感染的護理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1)多攝取水分 (2)盆浴以利會陰部清潔 (3)每次性交後立即排尿
(4)排便後由陰道往肛門擦拭。 
 

40.  [   ] 【1】 楊先生正面臨接受血液透析（HD）與持續可攜帶式腹膜透析（CAPD）
治療的選擇，護理師對這兩項透析治療的解釋，下列何者錯誤？  
(1) CAPD治療需要較嚴格的飲食控制 (2) HD透析當中，易有噁心、
嘔吐、低血壓不平衡症候群 (3)對血壓的影響，HD較 CAPD為大 (4)
CAPD需擔負較多的自我照顧活動。 
 

41.  [   ] 【3】 有關膀胱癌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喝酒為其危險因子之一 (2)腺癌為其最常見之細胞增生 (3)無
痛性血尿是最初徵象 (4)尿液細菌培養為其最基本的檢查。 
 

42.  [   ] 【2】 有關體外震波碎石術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術後病人可能會出現皮下瘀血或輕度血尿 (2)一般適用於大於3
公分以上的腎臟結石 (3)若無特殊限制，術後鼓勵病人多喝水以利
碎石排出 (4)不適用於使用抗凝血劑或是有出血傾向的病人。 
 

43.  [   ] 【4】 有關帶狀疱疹病人的護理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1)避免擠壓水疱，可利用溼冷敷來減輕患部的疼痛 (2)病人可能會



臺北捷運公司 108 年 1月 13 日新進技術員(護理類) 

甄試試題-護理學

 

第 5頁/共 5頁

有神經痛的症狀，可給予適當的止痛藥物 (3)未患過水痘的人，應
避免接觸病人 (4)病人的衣物不具傳染力，不需特別處理。 
 

44.  [   ] 【2】 下列何者無法預防傾倒症候群（dumping syndrome）的發生？ 
(1)進餐時不喝湯 (2)增加高醣食物 (3)飯後躺下休息 (4)採取少
量多餐。 
 

45.  [   ] 【1】 闌尾炎之臨床表徵，下列何者錯誤？ 
(1)嗜伊紅性白血球比率增加 (2)洛夫辛氏徵象陽性反應 (3)在麥
氏點有反彈性壓痛(4)噁心嘔吐。 
 

46.  [   ] 【3】 胃食道逆流患者之護理指導，下列何者正確？ 
(1)少量多餐，吃完飯後最好躺下休息 (2)就寢前喝熱牛奶以幫助睡
眠 (3)建議睡覺時床頭抬高 4～6吋 (4) 建議作彎腰運動以減緩症
狀。 
 

47.  [   ] 【4】 有關登革熱病人的護理指導，下列何者錯誤？ 
(1)會有體溫升高及肌肉骨骼疼痛的症狀 (2)登革熱無特殊之治療
法，要多休息多喝水 (3)避免在戶外被白線斑蚊及埃及斑蚊叮咬，
尤其是在清晨及傍晚 (4)可使用含阿斯匹靈（aspirin）類之藥物，
以降低體溫。 
 

48.  [   ] 【2】 與愛滋病毒感染者共同居住時，下列何種狀況須注意預防感染？ 
(1)清洗內衣褲 (2)處理擦傷或刀傷 (3)家裡有蚊蟲 (4)共用馬桶
或澡盆。 
 

49.  [   ] 【4】 類風溼性關節炎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 30～60歲女性為好發的高峰期 (2)風溼性結節多見於前臂常受
壓的伸側面，如尺側及鷹嘴處 (3)關節僵硬及疼痛在早晨較嚴重(4)
症狀通常是不對稱發生。 
 

50.  [   ] 【3】 美尼爾氏症（Meniere's syndrome）病人之護理指導，下列何者錯
誤？ 
(1)需緩慢移動身體 (2)學習放鬆技巧 (3)採用高鈉飲食 (4)維持
安全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