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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神衛生法中規定經專科醫師診斷或鑑定屬嚴重病人者，應置保護人 1 人，專科醫師並應開具診斷

證明書交付保護人。保護人應考量嚴重病人利益。條文中的保護人可為下列何人？①監護人 ②同

居人 ③配偶 ④父母 ⑤家屬 ⑥心理輔導專家 ⑦法定代理人 
①①①①① ①①①①① ①①①①① ①①①①① 

2 護理師在精神科病房帶領團體治療，病友在團體中感謝其他病人對他的接納與信任，分享他從團體

中體驗到人與人之間是可以相互信賴，此活動運用下列何項精神護理概念模式？  
行為模式 人際關係模式 心理分析模式 存在主義模式 

3 一位從小被父親性侵至大學的 20 歲女大學生，因出現自傷行為而住院。主護護理師與之會談，談及

家庭時，認為爸爸是愛她的，承認父親性侵她卻完全記不起來任何一次性侵的過程。但有時突然大

哭時卻能詳細說出父親性侵她的過程。此種心理防衛機轉最有可能是下列何項？  
解離作用（dissociation） 合理化作用（rationalization） 
抵消作用（undoing）  幻想作用（fantasy） 

4 下列有關精神障礙病人的權利，何者正確？ 
嚴重妄想或幻聽的病人，因為無法與現實連結，藥物治療效果不佳，為了達到治療目標，不需經

過病人同意即可進行電氣痙攣治療（ECT） 
病人有權查閱自己的病歷及護理紀錄，在安全的考量下可給病人法定同意人或律師 
約束與隔離是精神病房常見的照護措施，必須強制規定每個入院的病人都要簽署同意書，以保護

病房安全 
重複入院的酒癮病人，因為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又浪費健保醫療資源，不需給予太多的心理社會支持 

5 謝先生因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住院，在許護理師上班時經常對她出現吵鬧、依賴或討好等行

為，許護理師了解這是謝先生對自己的情感轉移，進而提供適當的護理措施，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運用支持性心理治療予關懷紓解情緒 安排相關環境治療並鼓勵參與活動 
運用再教育性心理治療訓練其獨立自主 運用面質指出此項行為嚴重影響治療性關係 

6 臨床上發現病人有問題行為而需進行行為治療時，護理師在評估病人的問題行為時，應主要觀察的

內容，下列何項正確？①在何種情況下（行為前情境）②病人出現何種行為 ③家人的感受 ④行為

之後產生什麼結果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7 會談中護理師說：「你有什麼事想告訴我？」「我們從那兒談起？」這屬於治療性溝通中的何種技

巧？ 
給予認可（giving recognition） 闢寬話題（giving broad openings） 
提出疑問（voicing doubt） 提供資料與訊息（giv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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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家庭治療理論中，認為當家庭成員出現功能上的改變，會影響其他成員，且主張偏差行為或心理

問題是整個家庭系統的產物，而不是個人單一的問題，此為那類學派之理論重點陳述，下列何項正

確？ 

系統性家庭治療（family system therapy） 策略性家庭治療（strategic family therapy） 

結構性家庭治療（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 分析性家庭治療（psychodynamic family therapy） 

9 王先生，因罹患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而被家人帶來住院，護理師予進行精神護理評估，下列

陳述何項正確？①問病人：有志者事竟成之含義為何？屬抽象能力評估 ②問病人：今天一天中發

生的事情？屬近期記憶評估 ③問病人：男人與女人有何不同？屬判斷力評估 ④問病人：臺灣過

年時大家都會作些什麼事？屬一般常識評估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10 慢性間質性膀胱炎，最常見於那一種物質使用障礙症病人身上？ 

 K 他命（ketamine）  古柯鹼（cocaine） 

海洛因（heroin）  安非他命（amphetamine） 

11 用鋰鹽的病人，若服用以下那類藥物會引起鋰鹽在血液的濃度增加之危險，下列何項正確？①血清

素及甲基腎上腺回收抑制劑（serotonin and norepinephrine reuptake inhibitor, SNRI，如 venlafaxine）

②血管收縮素轉換酵素抑制劑（angiotension-co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ACE-inhibitor，如抗高血壓

藥，captopril） ③非類固醇抗發炎劑（non-steroid anti-inflammatory drug, NSAID，如 ibuprofen） 

④利尿劑（如 thiazide）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12 周小姐，28 歲，因情緒起伏大，有多次割腕自傷的病史，此次因服用過量的安眠藥而入院治療，住

院後頻打電話要求父母帶外出散心，要求未果則大聲謾罵：「如果你們不來，我就去撞牆！」周小

姐的行為反應為下列何者？ 

衝動行為（impulsive behavior） 操縱行為（manipulate behavior） 

破壞行為（destructive behavior） 攻擊行為（aggressive behavior） 

13 有關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如：fluoxetine（Prozac）、

sertraline（Zoloft）等藥物之陳述，下列何項正確？①用於治療憂鬱症疾患 ②建議早飯後服用 

③常見噁心、睡眠障礙等副作用 ④抑制突觸後神經細胞對血清素之回收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14 護理師評值治療過程及目標的完成，並與病人分享彼此對關係結束的感覺，是屬於治療性人際關係

過程中那一期的任務？ 

結束期 退化期 工作期 互動期 

15 陳先生，32 歲，罹患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已 6 年，入院時顯得散漫，不願意參加病房活動，

下列那一項護理措施最適合？ 

隨時陪在病人身邊督促病人參與病房活動 

與病人討論安排日常生活作息，參與病房活動 

了解這是疾病造成的負性症狀，並接受這已是病人最好的預後情況 

向病人解釋規則活動的重要性，以提升參與活動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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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先生，32 歲，診斷為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入院第 3 天，白天躺床拒絕參加病室活動，表

示自己晚上都睡不好，因為平時沒那麼早睡，醫院作息太早睡了，很不習慣。為協助王先生改善睡

眠，下列那一項措施最適合？ 

睡前吃一些小點心，以利促進睡眠 

鼓勵王先生晚上 10 點再上床，即使不想睡也要躺著，自然就會睡著 

為了避免晚餐後因為疲累就上床睡覺，建議在晚餐後喝一杯茶以維持就寢前的清醒 

安排王先生參與病室活動，減少白天躺床時間 

情況題：丁小姐 20 歲，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未婚。請依上文回答第 17 題至第 20 題： 

17 入院後，丁小姐顯得注意力分散、忙碌、話多、活動量大、進食量少，護理師最優先考慮的護理目

標為何？ 

協助獲得足夠的營養與休息 安排激烈的活動以發洩精力 

增強病人處理壓力的能力 約束病人以防傷害自己或他人 

18 在病房中，丁小姐常進出男病人之病房，甚至躺在男病人床上，會對新進之實習醫師說：「我做你

女朋友好不好？」對於丁小姐上述行為護理師最合宜的反應為： 

轉移丁小姐的注意力或提醒其要尊重別人 限制丁小姐不當行為或在病室內活動 

無需處置，因其為丁小姐疾病症狀之一 勸丁小姐說話前，應經過大腦，以免貽笑他人 

19 丁小姐使用鋰鹽治療，血中鋰鹽濃度已達到 1.2 mEq/L，護理師應優先採取下列何項措施？ 

已達中毒的濃度，應立即暫停給藥 

持續服用，但應密切監測血中鋰鹽濃度是否上升 

通知醫師，立即減藥，以防中毒 

立即停藥，並補充體液，觀察是否出現中毒症狀 

20 丁小姐服用鋰鹽治療，護理師應注意那些鋰鹽中毒時常見的症狀？①意識障礙 ②腹瀉 ③肢體僵

硬 ④眼球震顫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情況題：林女士 40 歲，因先生外遇，最近 1 個月以來出現心情低落，常哭泣，睡不著，吃不下，1 個月內

體重減少 5 公斤，每天無精打采，對所有事情提不起勁，不想動整天躺床，覺得人生無趣，活著

沒意思。請依上文回答第 21 題至第 23 題： 

21 林女士的診斷最可能為： 

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 適應障礙症（adjustment disorder） 

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身體症狀障礙（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22 針對林女士的護理措施，下列何者為最優先考量？ 

協助安排家庭治療  協助進食高熱量食物 

安排簡單活動  評估自殺危險程度 

23 下列何者是改善林女士症狀的主要治療藥物？ 

 Risperidone（Risperdal）  Seroquel（quetiapine fumarate） 

 Fluoxetine（Prozac）   Lithium carbonate（Camco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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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有關躁症發作（manic episode）的臨床特徵，下列何者正確？①活動量增加 ②意念飛躍 ③體重增

加 ④注意力分散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25 面對一位處於中度焦慮的病人，下列護理措施何者適當？①藉由溝通技巧協助病人解決問題 ②傾

聽同理以協助減輕焦慮 ③評值及學習適當的因應技巧 ④約束病人以維護安全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①①① 

情況題：許小姐因嗎啡成癮，且併用安非他命被診斷為物質使用障礙症，目前出現戒斷反應明顯。請依上

文回答第 26 題至第 28 題： 

26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許小姐有使用嗎啡過量或過久，持續想要戒除或調控均無效，仍對物質有渴求的控制失調 

許小姐的腦部及身體已適應較高濃度的耐受性，因此只要些微劑量就可達到原來的效果 

許小姐同時使用物質，當其使用嗎啡出現耐受性後，使用安非他命反而不需較大量就可滿足 

許小姐因為嗎啡成癮，產生心理依賴，一旦停止會導致心理不適，即戒斷症狀 

27 嗎啡的主要戒斷症狀，下列何者最適切？ 

頻尿、妄想  呼吸、心跳、血壓下降 

食慾不振、打呵欠、流鼻水、肌肉痠痛 被害妄想、短暫幻覺 

28 許小姐所使用物質的嗎啡中毒主要症狀，下列說明何者最適切？ 

血壓上升、心跳加快  意識過於警覺、呼吸急促 

複視、影像變形、心跳過速 針狀瞳孔、嗜睡、心跳變慢 

29 強迫症患者（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之強迫行為與下列那一種防衛機轉最有相關？ 

外射（projection）  昇華作用（sublimation） 

潛抑作用（repression） 抵消（undoing） 

30 護理師對於經歷大地震的青少年進行支持性團體治療，提供一本書籍介紹關於個人如何經過地震的

恐懼而學習面對和處理自己的創傷經驗，邀請大家在閱讀後於團體分享對故事人物的看法和感受。

此種處置是應用下列何種治療？ 

角色扮演（enacting plays） 自創故事（autogenic storytelling） 

閱讀（bibliotherapy）  說故事（storytelling） 

31 關於青少年精神病人一般照護原則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不能以圖畫引導表達情緒，以免病人認為治療者輕視他們言語表達能力 

不要推薦閱讀書籍以免增加其思考負荷 

有自殺的危險性時仍需遵從不向其家人告知訊息的保密約定 

第一次評估需同時包含病人和家屬才能澄清就診原因 

32 關於飲食障礙病人於急性病房住院第一階段的飲食行為約定內容，下列何者正確？ 

體重監測時間由病人決定 可於病人房間內進食維持隱私 

防止過度運動  可由病人決定該餐中部分食物給別人 



代號：5106
頁次：8－5 

33 依據精神衛生法規定，嚴重病人不遵醫囑致病情不穩或生活功能有退化之虞，經審查會決定接受社

區治療之必要，於社區復健機構治療期間之醫療費用，由誰給付？ 
中央主管機關 地方主管機關 醫院 家屬 

34 有關精神病人居家照護服務，下列何者正確？ 
居家訪視的服務依家屬需求而定 
居家照護的評估內容，需是整體性的範圍 
居家照護的服務，受限人力與物力，採取間接服務為主 
服務對象不包含無病識感且拒絕服藥的病人 

35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 45 條，嚴重精神病人於急性病房出院返家後，仍無病識感且拒絕服藥，精神症狀

仍相當不穩定，病人表示不要再回到醫院去治療，且也拒絕接受社區強制治療，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依法強制社區治療的期間不得超過 3 個月 
經主管機構指定之專科醫師可進行診斷，評估有無接受社區強制治療的必要性，若有必要仍須強

制之 
一般可先安排強制社區治療後，再送相關診斷證明資料 
強制社區治療的項目不含藥物之血液或尿液濃度檢驗 

36 王先生，28 歲，診斷為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在自己患病多年後，同意接受醫師的新藥計畫，

嘗試新一型的抗精神病藥物來控制幻聽的干擾，且配合服務，王先生主要採用下列何種復元模式？ 
醫療模式 復健模式 賦權模式 居家模式 

37 朱女士，40 歲，因為先生癌症過世，朱女士由於未見到先生最後一面，非常的自責，表示想跟著先

生一起走，而被家人送來精神科門診，依據安吉列拉（Aguilera，1998）提出的危機形成影響因素，

進行評估壓力事件是否會形成危機，下列那一項評估項目最適切？ 
評估朱女士所處的社經階層 評估朱女士對所面臨事件的感覺與觀點 
評估朱女士的性別對所面臨事件的影響 評估朱女士的年齡對所面臨事件的影響 

38 關於自殺（suicide）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邊緣性人格障礙症的病人易出現反覆自殺／自傷行為 
依據統計青少年自殺多於 65 歲以上年齡層的自殺 
依據統計女性自殺死亡率多於男性自殺死亡率 
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是自殺病人中最常見的精神科診斷 

39 李先生受被害妄想影響，認為有人要對他不利，拿出身上預藏的水果刀表示要傷害對他不利的人，

下列處置何項最適切？ 
尋求人力支援，立即取走個案手上的水果刀 
狀況緊急，在等待支援人力之時，請病人、家屬協助處置 
口頭斥喝李先生要立即放下刀子 
告知李先生沒有人要對他不利，請李先生將水果刀交給工作人員 

40 章先生，因為非自願住院而要求出院，不斷的搖動大門門把、持續用力踹大門並喊：「讓我出去，

不然要你們好看」，護理師經評估，認為須採取隔離措施。關於隔離措施，下列描述何項正確？ 
情況緊急，應讓病人立刻進入隔離室 
在隔離室每小時密切觀察病人一次 
為保護病人和他人的安全，採取隔離措施不需向病人解釋與說明 
隔離期間需協助病人如廁、喝水，滿足病人生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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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歷史上社區衛生護理發展的最初模式為： 

地段護理  安寧護理  公共衛生護理  社區衛生護理 
42 有關我國所推動之「厝邊好醫師，社區好醫院」區域共同照護網絡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加強衛生所社區健康評估功能，提升基層醫療資源有效利用 
建置在地化的社區醫療照護網絡，落實雙向轉診功能 
建立每個家庭都有家庭醫師制度，提升照護品質 
鼓勵地區醫院與基層醫師合作，成立社區聯合執業團隊 

43 社區衛生護理師為培養個案獨立做決定的能力，但在社區民眾面臨健康問題而無法獨立下判斷時，

可擔任的角色為： 
觸媒者（catalyst） 顧問（counselor） 教育者（educator） 協調者（collaborator） 

44 有關因果關係的判斷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具正確的時序性（temporality of association） 具高的相對危險性（relative risk） 
符合現存的生物知識（biological plausibility） 呈現劑量效應關係（dose-response effect） 

45 社區衛生護理師對 1,000 位 65 歲以上居民進行血膽固醇篩檢，發現其中有 250 人的血膽固醇值超過

正常，經過 1 年，再邀請這 1,000 位受檢者回診，發現有 300 人的血膽固醇值超過正常，下列敘述何

項正確？ 
第一次篩檢血膽固醇過高的盛行率為 25% 第二次篩檢血膽固醇過高的發生率為 30% 
血膽固醇過高的期盛行率為 55% 血膽固醇過高的發生率為 50% 

46 下列何者為我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規定之第一類法定傳染病？ 
百日咳  白喉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破傷風 

47 為老人施打流感疫苗，是屬於那一種傳染病防治策略？ 
消滅病媒  保護易感宿主 
阻絕致病原及病原體  去除中間宿主 

48 對處於潛伏期的結核感染者進行痰塗片及痰液培養，下列反應何者正確？ 
痰塗片陽性，但痰液培養陰性 痰塗片陰性，但痰液培養陽性 
痰塗片及痰液培養皆為陽性 痰塗片及痰液培養皆為陰性 

49 致病模式中之網狀模式較適合用來解釋何種疾病的特性？ 
傳染病 急性病 慢性病 遺傳病 

50 在訂定社區健康計畫之目標時，下列那一種最容易被評值？ 
社區民眾問題解決能力提升 民眾踴躍參與運動性社團 
婦女認同健康飲食的重要性 國小學童能說出三種預防流感的方法 

51 社區有形的資源中，最容易取得但最難掌控者，下列何者正確？ 
人力資源 物力資源 財力資源 社區意識 

52 關於 Hancock 及 Duhl 所提出健康城市的十一項品質，下列何者錯誤？ 
提供居民有品質的衛生及醫療服務 提供乾淨、安全、高品質的生活環境 
提供現代化、智慧化的生活環境 強而有力的支持性社區 

53 社區評估時收集人口組成，並繪製成人口結構圖，可以提供何種訊息？ 
年齡層分布 社會增加率 自然增加率 人口密度 

54 下列造成職業危害的原因，何者與個人因素有關？ 
未依規定戴上防護罩  通風與換氣不良 
職場未安排在職教育  職場提供耳塞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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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有關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目前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 臺灣在 2012 年再度成為正式會員國 

倡導促進人民衛生為政府之職責 主張享有健康是人類的基本權利 

56 下列何項最能描述四大非傳染性疾病（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共同危險

因素？ 

吸菸、不當飲酒、缺乏運動、不健康飲食 體重過重、吸菸、睡眠品質不良、憂鬱 

吸菸、久坐、憂鬱、體適能不佳 久坐、不健康飲食、空氣污染、吸菸 

57 Green 等人於 1980 年提出之 PRECEDE（Predisposing, Reinforcing, and Enabling Causes in Educational 

Diagnosis and Evaluation）模式中，「流行病學診斷」的主要目的是： 

評估生活品質  確定健康問題 

分析問題行為之影響因素 設計教育介入措施 

58 臺灣水庫有優養化現象，大多會利用下列何種水質處理方式以確保水質？ 

曝氣 硫酸銅處理 膠凝沉澱 臭氧消毒 

59 下列何者不屬於物理性公害？ 

噪音污染 空氣污染 放射性污染 熱污染 

60 有關廢棄物處理程序的描述，下列何者錯誤？ 

分選壓縮法是屬於前處理 海洋處理是屬於中間處理 

焚化法是屬於中間處理 掩埋法是屬於最終處理 

61 下列那一個因素與公害程度成反比？ 

人口密度 國民生產毛額 能源消耗量 國民對公害的認識 

62 下列那個評估工具，可用以了解家庭遺傳性疾病及世代間的關係？ 

家系圖（genogram）  生態圖（eco-map） 

家庭圈（family circle）  APGAR 家庭功能評估 

63 家庭護理最終的目標，下列何者正確？ 

發現案家護理需求 改善案家健康問題 提供案家照護資源 進行完整家庭評估 

64 下列那些家庭護理措施屬於第一段預防的措施？①指導老人接受流感預防注射 ②清除居家易積水

容器 ③鼓勵中年婦女接受乳房攝影檢查 ④指導中風病人做復健 

①① ①① ①① ①① 

65 若當天時間有限，僅夠訪視一個案家，應選擇下列那一個案？ 

乳癌個案  子宮頸抹片異常個案 

肺結核個案  糞便潛血檢查呈陽性個案 

66 臺灣地區新移民婦女在自我健康管理上的弱勢，主要與下列何者有關 ？ 

生物遺傳    性別因素 文化隔閡 種族因素 

67 有關外籍及大陸配偶婦女之生育健康管理，下列何者錯誤？ 

鼓勵孕婦定期接受產前檢查 提供優生保健諮詢服務 

提供育齡婦女生育健康資訊  納入健保前無法享受免費產前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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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社區衛生護理師協助弱勢族群爭取其應有的健康服務，並在適當時機傳達其需求，進而促成健康政

策之擬定，此角色為： 

倡議者 個案管理者 協調者 照護提供者 

69 社區衛生護理師在遊民庇護所及貧民住宅區促成醫療診所的設置，是屬於何種個案管理策略的應

用？  

提高健康照顧的可負擔性 協助其發展自我網絡 

提供社會互助  提高健康照護的可近性 

70 學童在校內打球時突然倒下，有關護理師急救的處置，下列何者錯誤？  

用「叫叫ＣＡＢ」原則執行急救 第一步驟為確認意識反應及脈搏 

第二步驟為求救，指定現場某人打一一九 第三步驟為以 15：1 比例進行心臟按壓與吹氣 

71 職業衛生護理師要評估職場失能傷害頻率（frequency rate）時需收集的資料，下列何者為必要的？ 

失能傷害次數 傷害種類 傷害損失日數總計 傷害嚴重度 

72 有關我國學校衛生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學校衛生的主要負責單位是教育部 

實際執行學校衛生工作的負責單位是衛生保健組 

我國至今尚未通過學校衛生法 

各縣市由教育局、處負責轄區內各相關學校之衛生工作 

73 易感性群體的形成常是多因子交互作用的結果，下列何者屬個人生物（biological）因子？ 

基因缺陷 單親家庭 社會支持 貧窮 

74 目前臺灣護理之家機構評鑑的目的，下列何者錯誤？ 

提升機構照護品質  提供民眾選擇長期照護機構之參考 

做為政府獎補助之參考 做為長期照護保險給付之依據 

75 當前世界各國長期照護發展的主要趨勢，下列何者錯誤？ 

增加機構式服務的使用 發展多元化社區照護服務 

提供在地老化所需之支持 確保衰弱老人獲得照顧服務 

76 世界衛生組織倡導的「高齡友善城市」所包括的面向，下列何者錯誤？ 

醫院數目 無障礙空間 交通運輸  通訊聯絡 

77 造成代謝症候群最主要的因素為： 

遺傳因素 環境因素 生活型態 經濟因素 

78 下列那些情況可能使高血壓病人血壓突然上升？①體表溫差過大  ②用力排便  ③夜間上廁所 

④抬腿運動  

①① ①① ①① ①① 

79 社區衛生護理師對糖尿病民眾的運動指導，下列何者正確？①以有氧運動最佳 ②如想要減重，則

需每星期達到 120 分鐘的運動 ③必須從事高強度的運動，才能達到減重效果 ④晨起運動者，宜

先進食部分食物 

①① ①① ①① ①① 

80 教導兒童學習胰島素注射，讓其反覆練習注射技巧，是屬於何項教學原則？ 

準備原則 類化原則 熟練原則 自動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