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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母嬰親善醫院」認證評鑑的標準，下列何者正確？

每次哺餵後可餵新生兒少許開水，以免奶水殘留口中導致感染

新生兒若飢餓哭泣會吃入空氣影響母乳哺餵量，應給予奶嘴防止哭泣

鼓勵母親哺餵母乳，白天每 2～3 小時哺餵，夜間每 3～4 小時哺餵

懷孕時便應知道哺餵母乳的好處，產後安排母嬰立即接觸

2 具有伸展會陰部肌肉功用的產前運動項目，下列何者最相關？

扭轉骨盆運動 大腿伸展運動 蹲踞運動 抬腿運動

3 孕婦對懷孕產生負向感覺，並隨著妊娠進展會擔心胎兒是否斷手斷腳或是有缺陷，此為那一孕期最

常見的心理反應？

第一妊娠期 第二妊娠期 第三妊娠期 第四妊娠期

4 羊膜穿刺術理想檢測時間為懷孕 16～18 週，下列何者不是考量此時間點檢測的主要原因？

此時期足夠羊水量，約 200 mL 此時 α胎兒蛋白（AFP）分泌濃度最高

子宮已上升至恥骨聯合之上，易操作 羊水中存活細胞比率最大，易培養

5 有關胎兒發育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懷孕第 4 週開始有心跳 懷孕第 8 週所有器官都形成

懷孕第 16 週眼睛可感受到外界光線 懷孕第 20 週有規律的睡眠和活動

6 一位第三孕期婦女，飲食為蛋奶素，有關孕期飲食指導，下列何者錯誤？

需額外增加維生素 E 攝取，促進紅血球發育

應攝取多醣類食物，避免吃單醣類

此孕期仍應補充葉酸，故應多吃深綠色蔬菜

比第二孕期鐵劑補充量增加二倍，以助嬰兒出生後使用

7 懷孕 35 週婦女，走路時感到鼠蹊部痛，主要是那一條子宮韌帶受影響？

闊韌帶 圓韌帶 主韌帶 子宮骶骨韌帶

8 懷孕 28 週婦女，羊水指數（AFI）小於 5 公分，表示胎兒可能出現下列何種情況？

水腦 胎兒過重 食道閉鎖 子宮內生長遲滯

9 王女士懷孕 38 週，胎位為左枕前位（LOA），胎心音的測量最合宜的部位為？

右側臍棘線中點 左側臍棘線中點

肚臍與恥骨連合線上中點 腸骨兩側

10 有關生產疼痛理論，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待產時腹部輕撫按摩法是利用條件反射理論

 Read 醫師提出害怕、緊張與疼痛條件反射理論

呼吸放鬆技巧利用條件反射理論來減輕分娩時的疼痛

待產時集中注意力與意象法是利用條件反射理論

11 待產婦女陰道檢查結果為 station +1，表示先露部位位於何處？

坐骨棘連線上 1 公分 會陰部下 1 公分

會陰部上 1 公分 坐骨棘連線下 1 公分

12 第二產程胎頭娩出時，為了減少會陰部撕裂傷，下列措施何者較不適當？

請產婦哈氣 請產婦採喘息呼吸 讓產婦採側躺 將產婦臀部墊高

13 下列何者是產婦待產時的危險徵象？

子宮頸口擴張至 4 公分破水 現血增加

臍繞頸一圈 羊水中有胎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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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女士每 1 分鐘子宮收縮一次，每次持續 50 秒，子宮頸口全開，變薄程度 100%，胎兒先露部位高
度為＋2，有強烈想用力的感覺。當子宮收縮時，下列的護理指導何者最恰當？
告知不要喊叫 採持續長時間閉氣用力法
打開聲門用力法 腹式呼吸

15 有關待產時胎心音之監測，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持續性胎心音監測可大幅降低新生兒周產期死亡率
持續性胎心音監測可能增加剖腹產率
低危險妊娠建議採間歇性的胎心音監測
高危險妊娠第一產程應每 15 分鐘記錄胎心音一次

16 李女士，子宮頸口開 4 公分，擬採腰椎硬脊膜外阻斷麻醉。護理師先行給予林格氏液 Lactated Ringer’s
solution 500 c.c.，其維持靜脈輸液的主要目的是：
減輕噁心嘔吐 預防血壓過低 減輕頭痛現象 加速產程進展

17 承上題，第二產程用力時，胎心率出現早發性減速的原因為何？
胎頭受壓 胎兒缺氧 臍帶受壓 子宮缺氧

18 有關 WHO 的成功母乳哺育十措施中母嬰肌膚接觸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母嬰肌膚接觸時應監測新生兒血氧濃度或膚色情況
鼓勵母嬰肌膚接觸時間至少 1 小時
當出現尋乳徵象時，可嘗試第一次餵奶
剖腹產後不應進行母嬰肌膚接觸

19 林女士 G2P2，採陰道分娩，產後第 1 天，觸診子宮偏軟，位置與肚臍同高並偏向右側，此時優先的
護理評估項目為何？
解尿情形 大便次數 進食狀況 會陰傷口

20 有關待產的麻醉藥物減痛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目前剖腹產常使用全身麻醉方式
腰椎硬膜外麻醉法施用於子宮頸口擴張 2 公分時
腰椎硬膜外麻醉法需要注意呼吸抑制及高血壓現象
腰椎硬膜外麻醉法針頭刺入部位為 L3-4

21 產後 6～10 天心跳次數較孕前減緩，最可能的原因為何？
心輸出量增加 心臟負荷增加 產後出血 腹壓增加

22 有關哺餵母乳婦女產後排卵與月經之生理變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泌乳素抑制濾泡刺激素而抑制排卵 哺餵母乳婦女子宮復舊時，月經也差不多恢復
月經延後發生，表示排卵也延後 純哺餵母乳會延後排卵

23 有關產後泌尿系統的變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會陰傷口或裂傷使產婦對膀胱漲滿的敏感度減低
產後 12～24 小時會藉利尿作用將孕期積聚過多的液體排出
產後 2～3 天尿量可高達一天 3,000 c.c.
產後第 10 天尿量開始恢復正常

24 胎盤娩出後，腦下垂體前葉分泌何者使乳房開始分泌乳汁？
催產素 泌乳素 動情素 黃體素

25 有關 RU486（mifepristone）的臨床治療，下列何者錯誤？
是黃體素的拮抗劑，須由醫師開立處方簽 在懷孕 6 週前服用，成功率最高
可帶藥物回家服用，須於 1～2 週內回診檢查 與前列腺素合併使用，成功率可達 95%

26 Apgar score 計分表的評估項目不包含下列那一項？
心跳速率 肌肉張力 皮膚顏色 血氧濃度

27 糖尿病孕婦所產下體重過重的嬰兒（出生體重在 4,000 公克以上）容易在出生後發生低血糖的狀況，
主要原因可能是：
新生兒出生後無法釋放足夠的胰島素，葡萄糖調節失控所致
新生兒出生後仍保留從母親獲得的大量葡萄糖，胰島素迅速分泌增加所致
母親供應的葡萄糖出生後中斷，新生兒體內存在過多的胰島素快速消耗葡萄糖所致
新生兒剛出生，還沒有開始進食大量奶水，體內葡萄糖容量不足所致

28 下列何者為新生兒黃疸照光治療的原理？
能讓未結合型膽紅素因光之熱能而加速排出體外
能將未結合型膽紅素異構化使其容易排出體外
能將未結合型膽紅素在肝臟中解體後排出體外
能加速肝臟合成尿甘酸轉化酶與未結合型膽紅素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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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剛出生的女嬰出現假性月經與母親那一個荷爾蒙中斷有關？
黃體素 雌性素 胰島素 醛固酮

30 有關新生兒毒性紅斑與膿疱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毒性紅斑需要注意與治療 毒性紅斑通常在出生後最初的 4 天內發生

膿疱不具傳染性，可能很快就消失 膿疱通常是感染大腸桿菌所造成
31 張女士目前子宮頸口開 6 公分，每 10 分鐘宮縮 2 次，每次持續 20 秒，宮縮壓力 10 mmHg，產程已

持續 3 小時無進展。張女士顯得疲累，胎心音正常，下列臨床處置何者正確？
準備剖腹產 給予止痛藥
輸注 Ritodrine（Yutopar） 輸注催產素

32 孕婦早期破水的評估與處置，下列何者錯誤？

觀察陰道分泌物的顏色及味道
監測白血球及 C 反應蛋白的變化
盡量減少陰道內診次數，以降低感染機會
確認懷孕 34～36 週者胎兒的成熟度，如已成熟即可剖腹產

33 丁女士在產後 10 天惡露量突然變多且呈紅色，到門診產後檢查後確立為子宮復舊不全，造成子宮復
舊不全的主要原因為何？

胎膜殘留 胎盤碎片殘留 子宮張力不全 骨盆感染
34 有關產褥感染，下列何者正確？①其定義是產後任 2 天體溫在 38℃或 38℃以上 ②最常見的細菌為

陰道內的細菌，例如 B 群鏈球菌 ③以腸胃道感染最常見 ④每天至少需 2,500～3,000 毫升的水分
攝入

①② ②③ ③④ ②④

35 有關萎縮性陰道炎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常見於更年期後或卵巢切除婦女 因黃體素缺乏使陰道黏膜萎縮、上皮變薄
陰道酸鹼度增高有利於其他菌種生長 主要症狀為陰道分泌物、外陰搔癢與刺痛

36 有關不孕症夫妻性生活的護理指導，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排卵期前後每天行房以提高受孕機會 性交後墊枕頭抬高女性之臀部
鼓勵夫妻互相溝通彼此的感受與需要 排卵期黏液會由黏稠變稀薄、由少量變多量

37 有關陰道感染的護理措施，下列何者正確？

念珠菌陰道炎治療需停用口服避孕藥、抗生素與類固醇
滴蟲陰道炎治療期間完全禁止性行為
披衣菌陰道炎患者的性伴侶不需特別治療
依醫囑給予披衣菌陰道炎患者 Gentamycin 抗生素治療

38 有關子宮內膜癌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長期使用黃體素是危險因子之一 常見的症狀表現是下腹疼痛

治療方式以化學治療為主 晚停經的婦女較易發生
39 有關子宮頸抹片檢查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全民健保提供 35 歲以上婦女 1 年一次免費檢查
不論有無性經驗的婦女，每 3 年至少接受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
檢查前需先沖洗陰道，以避免分泌物過多，影響結果
是目前預防子宮頸癌最好方式

40 有關更年期的賀爾蒙變化，下列何者正確？
濾泡激素（FSH）下降；黃體生成素（LH）下降
濾泡激素（FSH）下降；黃體生成素（LH）上升
濾泡激素（FSH）上升；黃體生成素（LH）下降
濾泡激素（FSH）上升；黃體生成素（LH）上升

41 下列何種中毒情況適合為兒童進行催吐？

小於 6 個月嬰兒口服藥物中毒  3 歲幼兒誤食杜鵑花葉導致昏迷
 4 歲兒童誤食有毒磨菇  5 歲兒童誤食廚房清潔劑

42 依據丹佛 II 嬰幼兒發展篩檢測驗（DDST-II）評估來健兒門診的王小妹，她能自己扣鈕釦、用手指夾
葡萄乾、單腳站立 5 秒鐘，王小妹大約是幾歲？
 1～1.5 歲  2～2.5 歲  3～3.5 歲  4～4.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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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根據羅文費（Viktor Lowenfeld）的兒童繪畫發展階段論，一般兒童從幾歲開始對塗鴉的點、線、圈

等加上意義或命名？

 2～2.5 歲  3～3.5 歲  5～5.5 歲  6～6.5 歲

44 有關護理師在醫院中運用治療性遊戲（Therapeutic play）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透過遊戲以了解兒童內心想法，以治療其心理或行為疾病

作為溝通橋樑，可以協助了解兒童住院行為反應

具有指導性質，可協助兒童認識自己的身體或疾病

藉由角色扮演的遊戲，可同時達到學習及情緒表達的功能

45 李小妹，8 歲，因敗血病住進加護病房，很在意父母親是否準時到病房探視，不斷詢問護理師探病時

間。李小妹的行為屬於下列何種情況？

學習認識時間概念 自我中心 分離焦慮 在意身體心像

46 下列何者不是瀕死兒童的生理變化？

出現陳施氏呼吸型態 感覺很熱，身體卻很冰冷

視力模糊，眼睛分泌物增加 聽覺減少，對疼痛的刺激敏感

47 下列何者不是腮腺炎的臨床典型症狀？

發燒 食慾不振 耳朵痛 皮疹

48 有關兒童氣喘（Asthma）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臺灣常見的過敏原是海鮮 發作時呼吸道平滑肌舒張

與遺傳體質、環境無關  IgE 免疫球蛋白會增加

49 林小弟，13 歲，學校體檢時發現上肢血壓高，鼠蹊脈搏較上肢脈搏微弱，主訴頭痛，常常感覺腳部

冰冷，林小弟可能罹患下列何種疾病？

心室中隔缺損 主動脈狹窄 肺動脈瓣狹窄 大血管轉位

50 有關兒童白血病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兒童最常發生的是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急性淋巴球性白血病好發於 2～6 歲兒童

發病年齡與白血病的預後無關 兒童白血病的確診檢查為腰椎穿刺

51 下列何者是幼兒泌尿道感染常見的致病菌？

變形桿菌屬（Proteus spp.） 腸球菌（Enterococcus）

克雷白氏桿菌屬（Klebsiella spp.） 大腸桿菌（E. coli）

52 丁丁，2 歲，診斷為水腦，並接受腦室－腹膜分流術（V-P shunt），現已術後第 5 天，今早丁丁哭鬧

不喝奶，測得體溫達 38.2℃、血壓為 100/60 mmHg，有關護理評估，下列何者需優先執行？

疼痛評估 意識評估 感染評估 營養評估

53 小明，3 歲，被機車撞倒，頭部受傷，有關腦壓增高的早期臨床表徵，不包括下列何者？

痙攣、頭痛 斜眼、複視 噴射狀嘔吐 瞳孔大小不對稱

54 協助病童接受腰椎穿刺檢查過程中，下列護理措施何者不恰當？

穿刺前應仔細評估病童有無顱內壓升高之徵象

穿刺時協助病童採半側臥、頭高腳低的舒適臥位

穿刺前後應監測病童是否有脊髓脫出的症狀產生

穿刺後教導病童平躺以減少頭痛及穿刺部位出血

55 小美，3 歲，因重積癲癇而入住加護病房照護，下列何者不是以家庭為中心的照護？

評估小美個別需求，提供父母彈性的探訪時間

在父母有意願的情況下，讓其參與小美侵入性治療及檢查過程

由於治療的複雜性，應避免父母參與治療計畫與決策

專業醫護人員隨時跟小美的父母分享資訊，包含相關的科學新知

56 小銘，2 歲，罹患典型的異戊酸血症（Isovaleric Acidemia），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小銘的疾病是一種有機酸代謝異常的體染色體顯性遺傳疾病

大量的異戊酸堆積在體內，小銘的尿液會有明顯的臭腳汗味

小銘急性發作時主要的醫療處置是矯正脫水及呼吸性鹼中毒

小銘可以攝取特殊配方奶，並逐漸增加肉鹼（carnitine）攝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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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小春，國中 3 年級，1 年前被診斷罹患青少年憂鬱症，曾服用 fluoxetine 及 ativan 治療。最近因會考
在即，課業壓力導致失眠，情緒常常不穩定，今在家忽然情緒失控，故至醫院求治，醫師表示可能
憂鬱症再發，需再服藥治療。母親詢問護理師應該要怎麼做對小春最好，下列回答何者為佳？
多給予小春獨處的空間，及提供獨立思考的時間

如果服藥後有嗜睡的副作用則可先停藥，避免影響功課
可幫小春請家教或上補習班，幫助小春成績進步以減少壓力
可多陪伴小春，鼓勵到戶外曬太陽與進行規律運動

58 有關兒童罹患自閉症會出現的身心表徵，下列何者錯誤？
出現不理人，不看人等，對人缺乏反應的現象
出現鸚鵡式仿說或答非所問

遊戲玩法單調缺變化，出門走一定路線
身體及眼球經常出現不自主擺動

59 小英，5 個月，採心尖脈測量心跳，有關心尖脈位置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左鎖骨中線與第一、二肋骨的交會處 左鎖骨中線與第三、四肋骨的交會處
左鎖骨中線與第五、六肋骨的交會處 左鎖骨中線與第七、八肋骨的交會處

60 有關兒童住院壓力，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嬰兒住院，最主要的壓力源是與父母分離
幼兒會以合理化方式，來因應其住院帶來的限制
學齡前期兒童常誤解其住院原因，而出現罪惡感
學齡期兒童可以理解生病的原因是來自外在的

61 護理師為 6 個月大嬰兒進行肌肉注射，下列處理方式何者最適當？
告訴他可以哭，不可以亂動 請母親暫時離開注射環境

盡速完成治療過程，減少疼痛刺激的時間 用鼓勵的方式，答應注射後給予獎勵
62 小群目前 3 個月大，因膽道閉鎖未治療造成肝臟硬化、脾腫大、肝昏迷，有關提供小群的家屬家庭

支持，下列敘述何者不適當？
與小群的家屬溝通時，將會談的焦點放在他們關心的事情上
主動多次提及並討論未能於小群出生時及早發現膽道閉鎖的原由
陪伴並鼓勵表達所承受的痛苦，以同理心傾聽家屬的焦慮

言談中流露對小群的真誠關懷，且願意提供訊息與資源
63 新生兒曾暴露於巨細胞病毒、德國麻疹等感染源中，下列那一種抗體濃度會升高？

 γ球蛋白  IgG  IgA  IgM
64 小明，2 個月大，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有關預防接種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小兒麻痺疫苗建議不可口服沙賓疫苗 終生不可接種 b 型流行性感冒嗜血桿菌疫苗
 B 型肝炎、肺炎雙球菌疫苗均可按時接種 免疫功能低下，則不予接種水痘疫苗

65 臺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保障不可治癒之臨終末期病人的醫療意願，有關兒童安寧緩和醫療照護，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家屬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前，建議能夠和病童充分溝通
依照病童的年齡可利用繪本故事共同討論他們對死亡的概念
父母在病童臨終時，依照病童體力可負荷狀況盡力滿足病童的心願
兒童安寧緩和醫療不宜於兒童癌症診斷確立時即介入

66 小瑋，6 歲，罹患膽道閉鎖，多年來等不到肝臟移植，面臨死亡，父母在與小瑋討論死亡時，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僅提及快樂的事情，避免引發哀傷反應，以減輕小瑋焦慮
小瑋主動提及死亡時，父母應認真回應，不要虛張聲勢
問問小瑋：「你的想法呢？」，使小瑋有機會說自己對死亡的想法
父母與小瑋主動分享自己面對死亡的感受

67 有關兒童疼痛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3～5 歲的兒童尚無法以語言表達出疼痛的程度
護理師可經由觀察或各種疼痛量表來評估兒童疼痛情形
新生兒會以全身身體活動來反應其疼痛
兒童疼痛的處理，經評估後，可依照醫囑給予止痛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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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有關 4 歲兒童使用集尿袋收集常規尿液標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需以優碘藥水消毒兒童會陰處
需遵守無菌技術操作原則收集尿液
女童先黏貼恥骨聯合處，再向下黏至肛門肌肉
男童盡可能將陰莖與陰囊放入集尿袋

69 王小妹，1 歲，因感冒、發燒、左耳痛而就診，被診斷為急性中耳炎，下列護理措施何者較適當？

避免藥物成癮，衛教少服止痛藥
清潔耳道時，耳朵宜向下向後拉
休息時宜採側右臥姿，以免壓迫左耳
避免產生抗藥性，衛教若無症狀，其抗生素即可自行停藥

70 張小弟，5 個月大，因呼吸喘、痰液多而入院，診斷為細支氣管炎（Bronchiolitis），入院後需抽痰，
有關抽痰護理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抽痰順序宜先由口腔開始，再到鼻腔
抽痰前後宜給予適當的氧氣吸入，以避免缺氧情形
抽吸時間最好維持在 12～15 秒之間，以預防缺氧情形
抽吸壓力維持在 110～130 mmHg

71 正常情況下，兒童心臟血管的含氧量下列何處最高？
肺靜脈 肺動脈 上腔靜脈 右心房

72 王小妹，5 歲，罹患心房中隔缺損，進行心導管檢查。有關心導管檢查後的護理措施，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右心導管檢查後需臥床 4～6 小時
穿刺肢體保持彎曲，有利止血
檢查後應持續禁食 6 小時，再開始嘗試液體食物
返家後應至少 3 天不要洗澡，避免感染

73 罹患開放性動脈導管的病童，較不會出現下列何種症狀？
心搏過快 肺動脈高壓 紅血球增多症 餵食困難

74 下列何者血液疾病不屬於體染色體隱性遺傳？
 A 型血友病（hemophilia） 范康尼氏症候群（Fanconi’s syndrome）
鐮狀細胞貧血（sickle cell anemia）  β-海洋性貧血（β-thalassemia）

75 有關威廉氏腫瘤（Wilms tumor）之可能出現的臨床表徵，下列何者錯誤？

疼痛 低血壓 貧血 疲倦
76 小珍，8 歲，第 1 型糖尿病病童。幾天來出現噁心、嘔吐、易口渴症狀，現因呼吸、心跳快且深而到

急診。Blood sugar 780 mg/dL、K+：5.0 mEq/L、Na+：138 mEq/L、Urine sugar 3+、ketone+。由上述
症狀評估小珍可能出現的問題為：
高滲透壓高血糖狀態 低滲透壓高血糖狀態
糖尿病酮酸症 低血糖性休克反應

77 王小妹，7 歲，被診斷泌尿道感染（Urinary Tract Infection），出院時醫囑開立 7 天份的口服抗生素
amoxicilline，下列護理指導何者適當？
解尿無疼痛或無灼熱感，即可停藥 尿量增加，尿液清澈，即可停藥
藥物吃完，完成治療，即可避免復發 藥物吃完，需回診追蹤及檢查尿液

78 有關隱睪症（cryptorchidism），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胎兒 7 個月時睪丸應已進入陰囊 早產兒發生隱睪症的機率高於足月兒

出生後一年內未下降的睪丸可能會自動下降 臨床醫療處置以手術或荷爾蒙治療為主
79 有關先天性巨結腸症（congenital megacolon）之臨床表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新生兒胎便延遲排出 嘔吐物不含膽汁
嬰幼兒慢性便秘 嬰幼兒生長遲滯

80 有關腦性麻痺（cerebral palsy）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由濾過性病毒經由口或飛沫傳染，侵犯脊髓灰白質

治療目標在增進運動功能和預防殘障加重
吞嚥困難時，協助頭部維持正中位置，將食物放在舌頭前方，以利吞嚥
病童主要問題為肢體障礙，大部分兒童的智能是屬於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