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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者為新生兒立即護理的優先護理項目？ 
戴手圈 剪斷臍帶 維持呼吸道通暢 保暖 

2 藍太太家中飼養兩隻黃金獵犬已 3 年，皆由她負責寵物的進食、沐浴及排泄物的處理，並定期至寵

物醫院檢查及接種預防注射。今藍太太確認已懷孕 8 週，G1P0，她詢問護理人員妊娠期間是否能繼

續飼養黃金獵犬，下列回應何者較適當？ 
可以，但不能照顧狗之進食，以防接觸感染 不可以，會經由狗之唾液感染原漿蟲 
可以，但應注意一般清潔原則 不可以，會藉由飛沫感染巨細胞病毒 

3 有關分娩時初產婦的子宮頸變化，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子宮頸變薄與擴張同時進行 子宮頸先擴張，再變薄 
子宮頸先變薄，再擴張  潛伏期時，子宮頸變薄變短程度為 90-100% 

4 謝太太進入活動期，主訴背部酸痛，護理人員優先採取的措施為何？ 
給氧氣 提供止痛藥 鼓勵深呼吸 協助更換姿勢 

5 孕齡期女性每月定期做乳房自我檢查，何時最為合適？ 
月經期前 1週 月經期間 月經開始後的 1週 任何時間均可 

6 會引起婦女月經期大量出血可能的原因，不包括下列何者？ 
子宮內膜異位  子宮纖維肌瘤 
子宮內膜過度增生或子宮內膜癌 子宮頸炎 

7 王太太想知道新生兒在餵食母乳後，其最佳排便性質為何，護理人員的回答是： 
金黃色軟便  黃色像通心麵般條狀便 
黑色黏稠便  顆粒綠褐色便 

8 出生 3天內，新生兒體重喪失 5%，下列評估何者最正確？ 
這是正常的現象  這是因為缺水  
表示新生兒需要增加營養量 表示新生兒有感染的現象 

9 為預防產婦血栓性靜脈炎，最重要做法是下列何者？ 
哺餵母乳及乳房護理  常按摩子宮促進宮縮 
多吃青菜水果，少吃油膩食物 產後早期下床活動 

10 下列那種情況不適合裝置子宮內避孕器？ 
曾有子宮外孕史者 月經週期不規則者 哺餵母乳者 經產婦產後者 

11 最適合餵奶及親子互動的時機為新生兒處於何期？ 
活動睡眠期 安靜清醒期 哭泣期 安靜睡眠期 

12 何女士尚未決定哺餵母乳或配方奶粉，為了鼓勵其哺餵母乳，下列護理人員的說明何者錯誤？ 
哺餵母乳可以促進母親的子宮收縮 母乳中含有免疫球蛋白 IgA 
哺餵母乳可以達到完全避孕效果 哺餵母乳可以促進親子互動 

13 產婦產後第 2-3天的循環血量大約增加多少%？ 
 0-5  5-10  15-30  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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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列何者為待產婦女於子宮頸開 7-8公分時常見的反應？ 

精力充沛  眼神明亮觀察周圍環境 
說話以 2-3個句子表達  易怒，害怕失去自我控制感 

15 在待產過程中，使用呼吸技巧之最主要目的為何？ 
可以減少子宮收縮疼痛  可以減少止痛藥的使用 
可以促使放鬆與集中注意力 可以增加胎盤血流的供應 

16 下列何項產前運動之目的為有效伸展會陰部肌肉？ 
腹壓運動 腰背伸展運動 蹲踞運動 抬腿運動 

17 胎兒皮下脂肪堆積，於何時最為明顯？ 
妊娠第 21-24週 妊娠第 25-28週 妊娠第 29-32週 妊娠第 37-40週 

18 執行雷奧波德（Leopold’s maneuvers）四段式觸診，無法獲知下列何項資訊？ 
胎兒是頭位、橫位或臀位產 胎背在母親的左側或右側 
胎心音聽診部位及速率  先露部位是否 Engagement 

19 陳女士曾生過唐氏症的小孩，目前懷孕 10週，則可接受何種檢查？ 
羊膜穿刺 絨毛膜絨毛取樣 胎兒鏡 臍帶穿剌 

20 林小姐妊娠 28週，從上星期開始她會找機會，在姐姐有事外出時自願幫其照顧 8個月大的女兒，並

假裝是姪女的母親。對林小姐此一行為的正確解釋為何？ 
正常，是「角色扮演」行為以學習為人母角色 
正常，是「接受」行為以學習為人母角色 
不正常，是幻想症，表示林小姐有產前憂鬱傾向 
不正常，是學習為人母角色的病態表現 

21 下列何者為黃體素在懷孕期間的主要作用之一？ 
抑制子宮內膜的發育  抑制自發性子宮收縮 
抑制乳房腺泡的發展  抑制母體脂肪的儲存 

22 下列何項孕期不適，和動情激素增加有關？ 
心灼熱感 便秘 鼻塞 腸蠕動降低 

23 一位 16 歲的孕婦目前懷孕 18 週，在詢問護士孕期保健的方法後，下列何項回應表示她已瞭解護理

人員的指導？ 
「生產是很正常的事，近預產期再去產檢就可以了。」 
「懷孕期間抽菸應該不會影響胎兒的健康吧！」 
「我應該避免穿高跟鞋吧！」 
「我現在已經增加 3公斤，太胖了！應該要開始減重。」 

24 有關胎盤娩出方法中的鄧氏法剝離，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由中央先剝離，再往邊緣剝離 失血量較少 
由胎兒面先行娩出  比希氏法少見 

25 下列何者不適用於引產？ 
人工破水  催產素靜脈滴注  
前列腺素F2α靜脈滴注  前列腺素E2陰道栓劑 

情況：陳太太第一胎待產，子宮頸開 6公分，每次子宮收縮開始時，胎心音會減速，子宮收縮高峰時，胎
心音會減至 100-110次，子宮收縮結束時，胎心音回復正常。依此回答下列第 26題至第 27題。 

26 此時胎心音之評估為何？ 
胎心音加速 早期減速 晚期減速 變異性減速 

27 最適宜之護理措施為何？ 
提供左側臥姿勢  提供氧氣 
不須做特殊處理，持續觀察 協助下床走動 

28 有關剖腹產的敘述，下列何項正確？ 
 Labor的涵義包含剖腹生產 剖腹產次數越多，腹部疤痕越多 
剖腹產後，下一胎也可能自然生產 子宮正中切開法，手術後合併症較少復原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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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關母乳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母乳中的脂肪有助於神經的髓鞘化  
母乳中的乳鐵蛋白可防止鐵被腸道細菌所利用 
母乳中的免疫球蛋白可以防止腸道被細菌附著 
初乳與成熟乳含有相同的乳糖及脂肪 

30 王太太產後第一天，護理人員發現其宮底高且柔軟，下列措施何者錯誤？ 
以柔軟動作做環形子宮按摩 檢查膀胱膨脹情形 
給予止痛劑或麻醉劑  持續密切觀察子宮張力 

31 王小姐 38週自然產下一女嬰，出生體重 3,550 gm。護理人員做新生兒神經肌肉特性的評估結果，下

列何者異常？ 
測量手掌與前臂彎曲的角度（方形窗，Square window）可呈 0 度 
圍巾徵象（Scarf sign）手肘可跨越身體中線 
腳拉近頭部時有明顯阻力，且腳無法拉近頭部 
手臂和腿部呈現屈曲的姿勢 

32 有關新生兒出生時之頭部檢查結果，下列何者異常？ 
頭部對稱且呈圓形  前囟門呈鑽石形  
哭泣時臉部不對稱  耳翼上部較眼角外側高 

33 下列那一項遺傳性疾病，不是目前新生兒出生後滿三天的常規篩檢項目之一？ 
有機酸血症 苯酮尿症 高胱胺酸尿症 半乳糖血症 

34 有關子宮頸檢查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可使用 Schiller’s Test檢查 
子宮頸抹片檢查利用抹片棒採取樣本部位是子宮頸表面鱗狀細胞與柱狀細胞交接處 
子宮頸細胞抹片及人類乳突病毒檢測可有效篩檢出原位癌的個案 
子宮頸抹片檢查之 Pap判讀的第 I級是代表發炎變化 

35 下列何者不是子宮外孕常見之症狀與徵象？ 
腹部壓痛  血中 HCG增加  
子宮旁壓痛  白色陰道分泌物大量增加 

36 最典型之前置胎盤症狀為下列何者？ 
間歇性腹痛並伴隨點狀出血 無痛性出血 
下腹部有鈍痛感，並伴隨暗紅色陰道出血 胎頭提早進入產道，伴隨行走時有出血現象 

37 婦女感染陰道炎的診斷，須先做婦科史的評估，下列何項不屬於評估的內容？ 
年齡 陰道壁彈性 感染過程 性生活史 

38 在骨盆腔炎之預防原則中，有關安全性生活的指導，下列敘述何項錯誤？ 
性行為時全程使用保險套 避免多位性伴侶 
炎症反應期間，應避免性交 口交是導致反覆感染的主要因素 

39 下列何者不是罹患乳癌的高危險群？ 
終生無懷孕或生產者  長期服用女性荷爾蒙者 
初經較早者  早生育者 

40 「每千名活產中，所有小於 28天的新生兒死亡人數」稱為： 
出生死因別死亡率 嬰兒死亡率 新生兒死亡率 早產兒死亡率 

41 近年兒童虐待案件逐漸增加，根據內政部兒童局統計，施虐者最大多數是兒童的： 
師長 親友 父母 祖父母 

42 護理人員為 3歲的祥祥肌肉注射後，貼上 OK繃，此處置之目的為何？ 
促進其控制力 維護其身體完整性 減輕其疼痛感 預防傷口感染 

43 陳小弟 8個月，與父母乘車外出，有關汽車安全座椅的安排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使用嬰兒用臥床，並放置於車輛前座，面向車頭 
使用嬰兒用臥床，並放置於車輛後座中央，面向車尾 
使用幼童用座椅，放置於車輛前座，面向車尾 
使用幼童用座椅，放置於車輛後座右側，面向車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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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陳小弟體重 6公斤，二度燒傷，燒傷面積為 20%，急診住院，醫囑 8小時內輸注 Lactated Ringer’s 

solution 240 c.c.，其輸液速率每分鐘應為多少微滴？ 
 8  30  60  120 

45 有關哈姆立克氏法（Heimlich’s maneuver）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在背部兩肩胛骨間急拍 5下 
採用躺式時，手根置於肋骨下方，向前推擠 5次 
採用立式時，以拳頭抵住孩童肋骨下方之上腹部，用力向上、向內推擠 5次 
以雙唇蓋住嬰兒的口鼻吹氣，再急拍背 5下 

46 影響新生兒體溫調節之原因，何者正確？ 
汗腺成熟、排汗速率快  體表面積和體重的比例較成人大 
代謝較成人慢  缺乏皮下黃色脂肪 

47 一般而言，正常嬰兒乳牙生長的順序為何？①上排中央門牙  ②下排中央門牙  ③犬齒  ④第一臼齒 
⑤第二臼齒 

→ → → →① ② ③ ④ ⑤  → → → →① ② ④ ⑤ ③ 
→ → → →② ① ③ ④ ⑤  → → → →② ① ④ ③ ⑤ 

48 依照丹佛 II嬰幼兒發展篩檢測量，百分之九十滿 1歲之嬰兒，可完成下列何種發展項目？ 
會使用湯匙吃東西很少溢出 會自動的亂畫 
會使用 3個單字表達意思 能站立 2秒 

49 吳小妹，2個月大，體重 4公斤，因為急性腸胃炎住院，醫囑每 4個小時進食配方奶 90 c.c.，濃度為

一般奶粉的 2/3，則吳小妹每日由配方奶所獲得的熱量約有多少大卡？ 
 240大卡  360大卡  400大卡  480大卡 

50 有關測量兒童體溫的方法，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最沒有侵入性及威脅性的方法為測量耳溫  
 3歲以下幼兒，測量耳溫時要將耳朵向上向後拉 
 3個月以下的嬰幼兒測量肛溫時，體溫計應插入肛門深度約 3到 5公分 
 6歲以下兒童不宜量口溫 

51 哺餵母乳可加強嬰兒的抵抗力，主要因母乳富含下列何種抗體？ 
 IgA  IgD  IgE  IgG 

52 陳小弟 5歲，因肺炎住院接受治療，下列護理措施何者最適合？ 
以「細菌名稱」說明生病的原因，增加其認知 
執行前以繪畫或說故事的方式來說明治療過程 
在打針時告訴陳小弟：「男生要勇敢，不能哭。」 
詳細解釋侵入性治療的步驟，讓其參與過程 

53 腦性麻痺兒童出現雙腿交叉，腳趾尖伸直之剪刀式步態，其神經肌肉失常的型態是屬於下列何者？ 
運動失調型 痙攣型 震顫型 手足徐動型 

54 有關懷孕 28週，出生體重 1,000公克早產兒的特徵，下列何者錯誤？ 
手肘可越過對側鎖骨中線 陰囊小且沒有皺摺 
已有踏步反射  皮膚薄且透明，覆蓋胎毛 

55 王小弟為 3.5公斤的新生兒，因高膽紅素血症需換血，下列護理措施何者正確？ 
需更換 600 c.c.之血量  血液需加溫至 37.5℃ 
每換 100 c.c.血，需測量及記錄生命徵象 換血需在 30分鐘之內完成 

56 新生兒呼吸窘迫症候群的臨床表徵為何？①靜態呼吸速率 30-40 次/分  ②胸骨凹陷  ③鼻翼擴張  
④吸氣咕嚕聲  ⑤發紺 
①②③ ②③④ ②③⑤ ③④⑤ 

57 瀕死病童的生理機能會逐漸喪失，有關臨終病童的生理變化，下列何者錯誤？ 
呼吸困難，出現陳施氏呼吸（Cheyne-Stokes respiration） 
知覺降低，聽覺最早消失 
腸蠕動減緩，氣體積留腸道 
肌肉張力降低，反射動作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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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王太太罹患妊娠糖尿病，其嬰兒在出生第一天可觀察到何種徵象？ 
高血糖，體重大於妊娠週數 低血糖，體重大於妊娠週數 
高血糖，體重小於妊娠週數 低血糖，體重小於妊娠週數 

59 吳小妹，出生滿六個月，按我國 2009 年預防接種時程，她不應接種下列那一種疫苗？ 
日本腦炎疫苗   B型肝炎疫苗  
白喉、百日咳、破傷風三合一疫苗 小兒麻痺疫苗 

60 有關罹患水痘病童的護理措施，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水痘為接觸傳染，病童外出時可以不戴口罩 皮膚癢時可塗擦含薄荷成分的痱子膏 
皮疹擦破時可塗抗生素藥膏預防感染 將病童指甲剪短，常洗手保持乾淨 

61 有關嬰兒橫膈疝氣（Diaphragmatic hernia）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早產兒發生率較足月兒高，且有家族遺傳傾向 
出生數小時後就會出現呼吸窘迫症狀 
術前維持頭部抬高 30 度，且健側朝上、患側在下的側臥姿勢 
需插上鼻胃管且持續抽吸減壓，以減輕腸胃道氣體與內容物對肺部擴張的影響 

62 嬰幼兒罹患上呼吸道感染，最常見的合併症為： 
會厭炎 腦膜炎 腎臟炎 中耳炎 

63 有關氣喘兒童治療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可於運動前先吸入 Cromolyn sodium（Intal，MDI型），以預防運動期間氣喘發作 
使用 Aminophylline時，要觀察是否有心律不整現象 
平日除了藥物控制外，可用減敏療法來治療氣喘 
支氣管擴張劑為可真正解決氣喘根本病因之藥物 

64 安安 7歲，罹患急性風溼熱（Acute rheumatic fever），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乃因 A群 β型溶血性鏈球菌感染後，自體免疫的反應所致 
為減輕關節疼痛，急性期時必須限制安安的活動 
若評估發現安安有心口疼痛、心雜音、休息時心跳加速等徵象，表示安安可能有心臟炎（carditis） 
當安安發生嚴重心臟炎時，給予類固醇目的為抑制其發炎 

65 有關正常新生兒出生後循環系統的變化，下列何者錯誤？ 
右心房的壓力增加高於左心房，促使卵圓孔關閉 
肺部擴張，肺血流增加，流至左心血液的含氧量上升 
血中含氧濃度上升，為促使動脈導管關閉的原因之一 
靜脈導管於出生後關閉，形成肝圓韌帶 

66 6歲的小偉因罹患急性淋巴性白血病接受化學治療，數天後小偉主訴頷骨痛、手腳有麻刺感，且有便

秘，此現象最可能是下列何種化學藥物的副作用？ 
 Cyclophosphamide Methotrexate  Prednisolone  Vincristine 

67 血友病（Hemophilia）兒童之血液檢查結果會出現下列何種異常？ 
出血時間延長  血小板數目減少  
凝血酶原時間縮短  部分凝血酶原時間延長 

68 陳小弟 15歲，罹患鐮狀細胞貧血，因胸痛、發燒、咳嗽、血氧不足，由急診入院，其最有可能發生

的危機是： 
脾臟阻斷危機（splenic sequestration crisis） 再生不良危機（aplastic crisis） 
血管阻塞危機（vaso-occlusive crisis） 肝臟阻斷危機（liver sequestration crisis） 

69 有關第 1型糖尿病（Type 1 diabetes）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主要是因自體免疫反應，而使 β細胞被破壞  
糖化血色素值（HbA1C）大於 9%，表示過去三個月的血糖控制良好 
症狀為口渴、多尿、體重減輕 
要終生注射胰島素治療 

 



 代號：4106 
頁次：6－6 
70 適合急性腎衰竭（Acute renal failure）病童的飲食，下列何者正確？ 

高醣、高脂、低蛋白、低鉀、低鈉 高醣、低脂、低蛋白、高鉀、低鈉 
低醣、低脂、高蛋白、高鉀、低鈉 低醣、高脂、高蛋白、低鉀、低鈉 

71 有關先天性甲狀腺功能低下症（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出生時體重、身高正常，安靜、體溫低、哭聲沙啞，且餵食困難 
血清中甲狀腺素（T4）會降低 
儘快開始治療，當血清中T4及TSH濃度正常時，即可停藥 
未及時治療，會導致身材矮小和智能障礙 

72 1歲半的小美因罹患急性淋巴性白血病而住院接受化學治療，下列護理措施何者適當？ 
按預防接種時程表給予沙賓疫苗及白喉、百日咳、破傷風混合疫苗 
採保護性隔離措施，並在照護前後確實洗手 
提供低熱量、低蛋白的清淡飲食 
每 4個小時測量肛溫，以監測是否出現感染徵象 

73 下列何者為腸套疊的主要臨床表徵？ 
嚴重的呼吸困難 嘔吐物中含有血液 草莓果醬樣大便 尿液呈暗茶色 

74 有關膽道閉鎖（Biliary atresia）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出生時即有明顯黃疸症狀 肝外膽管阻塞者在 1歲後手術，預後最佳 
採高蛋白、低脂、高鈣飲食 會導致生長發育及智能發展遲滯 

75 小奇 7歲，診斷為急性腎絲球腎炎（Acute glomerulonephritis），下列何項護理措施不適當？ 
有水腫及高血壓時，須限制水分與鈉的攝取 
當限水或使用利尿劑時，需每天定時測量體重 
少尿時，多給予含鉀高的食物，如香蕉、橘子、葡萄等 
小奇須臥床休息至目視無血尿、水腫消退、血壓正常為止 

76 下列何者不是長期反覆感染中耳炎可能產生的併發症？ 
外耳炎 乳突炎 腦膜炎 腦膿瘍 

77 下列那一項是適用於矯正脊柱側彎的裝備？ 
帕米利克氏背帶（Pavlik harness） 法洛傑卡枕頭夾板（Frejka pillow splint） 
人字形石膏  密爾瓦基氏（Milwaukee’s）支架 

78 有關置入腦室腹膜分流管（V-P shunt）病童之術後照護，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每天測量眉毛上方、耳朵頂端及枕骨隆凸處連線之頭圍 
病童需躺向未接受手術的那一側，以免壓到引流管 
持續觀察瞳孔及血壓變化，早期發現顱內壓增高現象 
鼓勵病童攝取大量水分，以促進分流管之通暢 

79 小嘉今年 8歲，患有癲癇（Epilepsy），有關小嘉居家長期照顧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不可任意自行改變小嘉的藥物劑量  
預防痙攣發作，應避免讓小嘉參加學校課外活動及體育課 
小嘉身上須隨時佩戴醫療警示卡 
教導小嘉及家人警覺，並記錄誘發小嘉痙攣發作的因素 

80 10歲大之陳小弟右側腓骨骨折，剛上石膏固定，下列護理措施何者錯誤？ 
不可使用電風扇或烤燈，讓石膏快速乾燥 
石膏乾燥後，以膠布黏貼石膏邊緣，避免邊緣不平整，造成皮膚摩擦受損 
右腿放低，以增加患處血液的供應 
詢問陳小弟右下肢的感覺，以評估石膏是否壓迫到神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