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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範圍：全部。 

第一部份(請依題次在第一張答案卡上，『頁數』請劃『1』，答案卡需完整填寫學制、科系、年級、班級、座號、姓名、

科目) 

情況：張太太近日開始四肢冰冷、周邊與下垂性水腫，且從事輕微活動（如刷牙）時， 就會出現疲

倦、心悸、呼吸困難、胸悶或心絞痛的症狀，但休息時症狀會緩解，請回答下列問題。 

1. 上述張太太之症狀，依照紐約心臟學會（NYHA）之功能分級，應屬第幾級？(A) Ⅳ (B) Ⅲ (C) Ⅱ 

(D) Ⅰ。【B】解析：紐約心臟學會功能分級：第一級為身體活動不受限制；第二級為身體活動輕

度受限制，可從事日常活動；第三級則身體活動明顯受限制，從事日常輕微活動（如掃地）也會導

致疲倦、心悸、呼吸困難或心絞痛，休息時會緩解；第四級為執行任何身體活動都會不舒服，甚至

躺在床上或站著不動時，也會感覺呼吸困難、疲倦、心悸或心絞痛。 

2. 張太太最可能的原因為下列何者？ (A) 左心衰竭 (B) 右心衰竭 (C) 心包膜積水 (D) 肺水腫。

【B】解析：此為右心衰竭之早期徵象，因下肢靜脈回流不易，導致四肢冰冷，周邊與下垂性水腫，

後續則會出現靜脈怒張、肝門靜脈高壓、肝臟充血腫大等症狀。 

3. 根據診斷張太太下肢水腫與端坐呼吸之護理處置，下列何者錯誤？(A) 抬高下肢 30 度以上 (B) 監

測攝入與排出量 (C) 口渴時可口含冰塊 (D) 低鹽飲食。【A】解析：須減輕心臟工作負荷量，

採取高坐臥或半坐臥姿勢，勿抬高下肢，減少右心回血量，降低前負荷及肺充血，改善呼吸。 

4. 接受鈣離子拮抗劑 Adalat（nifedipine）治療的病人應隨時監測下列哪一項變化？(A) 聽力 (B) 尿

量 (C) 脈搏 (D) 血壓。【D】解析：阻斷 Ca2+進入平滑肌細胞、降低心肌收縮力、降低周邊血

管阻力，故須注意有無低血壓、心律不整等物作用。 

5. 心絞痛病人服用 nitroglycerin（NTG）的主要目的為何？(A) 擴張血管 (B) 降低血脂 (C) 抑制血

小板 (D) 阻斷鈣離子。【A】解析：硝酸甘油主要目的為擴張周邊動靜脈及冠狀動脈後，降低心

臟前後負荷，及降低心肌對氧需求量。 

情況：林先生抽菸，近兩周出現後枕部頭痛、眩暈、視力模糊，到院求治時血壓 156/110mmHg，稍作

休息後第二次測量 148/100mmHg，請回答下列問題。 

6. 高血壓病患早期並無合併症的發生，護理人員應該特別評估下列何種感覺？(A) 觸覺 (B) 聽覺 

(C) 視覺 (D) 味覺。【C】解析：眼睛中的「脈絡膜」由動脈、靜脈交互而形成，連接心血管系統，

血管經由眼血管連接頸動靜脈至心臟，主要工作是供應視網膜養分和氧氣，且眼球的耗氧量和耗血

量很大，血液若不能充足供給或發生血管硬化，視力就會減退。  

7. 護理師建議林先生盡早戒菸，其最主要原因為何？(A) 抽菸促使血管收縮，導致心血管合併症 (B)

抽菸時，降高血壓藥物難以從口服吸收 (C) 抽菸後半小時內，血壓會暫時性的升高 (D) 停止抽

菸五年後，高血壓即可不藥而癒。【A】解析：抽菸增加壞膽固醇堆積在血管，造成動脈硬化，且

會使血管收縮狹窄，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危險。 

8. 林先生就診後，醫師開立 Aldactone 治療高血壓，給予林先生用藥衛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 對

於糖尿病病人，需增加胰島素劑量 (B) 合併使用鈣離子阻斷劑，以加強鈉離子的排泄 (C) 監測

病人血鉀濃度，以預防高血鉀 (D) 教導病人飯前服用藥物，以增強藥效。【C】解析：Aldactone

為留鉀利尿劑，是留鹽激素的結抗劑，留鉀排鈉及水份，故須定期監測血鉀，避免高血鉀。 

9. 為做血液透析於其左下臂做了動靜脈瘻管（A-V fistula），下列護理措施何者正確？(A) 觸診動靜脈

瘻管，若摸到血流震顫感，表示血管阻塞，應盡速處理 (B) 術後要密切測量動靜脈瘻管手臂之血

壓，以評估血循狀況 (C) 以彈性繃帶綁住，以保護瘻管 (D)教導病人避免在瘻管處施壓或提重

物。【D】解析：動靜脈瘻管（A-V fistula）其護理措施，需每天檢查瘻管吻合處有無靜脈震顫音，

有震顫無嘈音時，懷疑栓塞，應盡速處理；不可以直接壓迫瘻管，如提重物、佩戴手錶飾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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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側勿接受任何治療，包含靜脈注射、量血壓、抽血等。 

10. 有關排尿機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 排尿中樞為 L2～L4 (B) 交感神經刺激尿道內括約肌

收縮而排尿 (C) 由意識控制膀胱逼尿肌收縮而排尿 (D) 陰部神經刺激尿道外括約肌舒張而排

尿。【D】解析：膀胱內壓力增加時，副交感神經衝動傳至 S2~S4，引起膀胱逼尿肌收縮及尿道內

括約肌放鬆，再經大腦意識令外括約肌放鬆，引發排尿動作。 

11. 婦女生產後，造成骨盆底肌肉鬆弛，會引發下列何種尿失禁？(A) 急性型 (B) 功能型 (C) 壓

力型 (D) 滿溢型。【C】解析：尿道或骨盆底肌肉虛弱，尿道膀胱角度改變，當腹壓增加使膀胱

內壓力大於尿道及骨盆底肌肉的阻力，導致不自主的漏尿或滲尿。 

12. 有關慢性腎臟病病人之出院護理指導，下列何者錯誤？(A) 需持續追蹤並控制高血壓 (B) 充分

之休息及避免感染 (C) 採少量多餐方式攝取足夠熱量 (D) 採高糖、高蛋白、限水及低鉀飲食。

【D】解析：飲食控制須採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限水、限鈉飲食，而在尿液減少時，應限鉀飲

食，避免產生高血鉀。 

13. 有關於急性腎衰竭腎前性因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BUN/Creatinine 比值大於 20：1②尿滲透

壓增加 ③BUN/Creatinine 比值約為 10：1 ④尿滲透壓降低。(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A】解析：腎前性是因腎臟組織血流灌不足，導致腎絲球過濾率降低，造成急性腎衰竭，

故在判別上腎前性 BUN/Creatinine 比值大於 20：1、尿鈉排出量減少、尿滲透壓增加、尿比重增

加。 

14. 你發現有人因誤食農藥巴拉刈來急診求治，請問下列處置何者錯誤？(A) 立即提供 100％氧氣 

(B) 建立靜脈輸液管路 (C) 放置留置導尿管 (D) 放置鼻胃管進行胃灌洗 【A】解析：有機磷

中毒為一種組織缺氧性急症，有機磷會與細胞粒線體結合，競爭氧氣的結合點，若給予 100%氧

氣，將加速中毒症狀)。 

15. 有關敗血性休克的臨床表徵，下列何者正確？ (A)中心靜脈壓>12 cmH2O (B)肺部聽診時可能出

現爆裂音 (C)尿液排出量可能＜0.5 ml/Kg/hour (D) 血壓升高 【C】解析：敗血性休克全身血管

擴張，導致回心血量下降，CVP 會降低，血壓下降；尿量減少；肺積水出現濕羅音。) 

16. 下列何種狀況的個案，你應該先進行 CPR，再打電話求救？ (A) 溺水 (B) 休克 (C)過敏   

(D) 中毒。【A】解析：溺水個案應先進行 2 個循環的 CPR，若病人未能復甦的 CPR，若病人未

能復甦，再求救）。 

17. 下列何種休克可能造成皮膚溫暖潮紅？①心因性②敗血性③神經性④低血容性。(A) ①②    

(B) ②③ (C) ③④ (D) ①④。【B】解析：敗血性及神經性休克會導致全身血管擴張，因此會

造成皮膚溫暖潮紅，心因性及低血容性休克會導致末梢血管收縮，造成皮膚蒼白冰冷。 

18. 王太太由急診入院，經緊急抽血做動脈血氧血液分析，其結果：pH 7.28、PaCO2 :50 mmHg、HCO3
－
30mEq/L、PaO2 86 mmHg，王太太最可能發生下列何種情形？(A) 部分代償性呼吸性酸中毒   

(B) 未代償性呼吸性酸中毒 (C) 部分代償性代謝性鹼中毒 (D) 部分代償性代謝性酸中毒。【A】

解析：pH : 7.28，表示酸中毒；PaCO2: 50mmHg 表示呼吸性酸中毒；HCO3- : 30mEq/L 表示開始

代償，所以判讀結果為部分代償性呼吸性酸中毒。 

19. 有關低血鈣的典型臨床表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 Chvostek's sign 呈陽性反應 (B) 

Trousseau's sign 呈陽性反應 (C) 凝血時間縮短 (D) 心律不整。【C】解析：低血鈣臨床表徵包

含肌肉痙攣、強直、心律不整、凝血時間延長(易造成腸胃出血、血尿)、Chvostek's sign 及 Trousseau's 

sign 呈陽性反應。 

20. 何先生血鈉過低，下列護理措施何者正確？(A) 應鼓勵他多喝水 (B)應立即快速補充 3％食鹽水 

(C) 輸液補充鈉離子時，宜小心體液過量現象 (D) 教導病人盡量避免攝取發酵麵粉製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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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血鈉過低應避免過度攝取液體，造成體液瀦留，惡化低血鈉，所以應精確液體攝取、限水，

測量 I/O、尿比重、量體重等護理措施，若需要補充高滲透容液須緩慢滴注；若需要可教導病人

多攝取發酵麵粉製品，補充鈉離子。 

21. 對於長期服用Coumadin的病患，為監測其用量應檢驗何種凝血功能？(A)出血時間(bleeding time)(B) 

部分凝血活素時間(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PTT) (C)凝血酶原時間(prothrombin time; PT) (D)凝血

時間(clotting time) 【C】解析：Coumadin 使用劑量因人而異，同時也受到食物及它種藥物的影響，

病患必須定期抽血檢驗 PT，作為調整劑量的依據，其治療目標為 INR 2.0~3.0 之間，以達到預防

治療血栓形成，又能減少出血的機率。 

22. 有關急性特發性血小板減少紫斑症的特性，下列何者錯誤？(A)好發於兒童經歷病毒感染後(B)病程

少於 6 個月(C)會復發(D)自發性痊癒機會高。【C】解析：急性型多見於兒童，80%以上的病人在發

病前有感染史。起病急，常有畏寒、發熱，廣泛而嚴重的皮膚、鼻、牙齦及口腔粘膜出血，皮膚可

有大片淤斑、血腫，常先出現於四肢，尤以下肢為多。血小板<20×109/L 時可有內臟出血，如嘔血、

便血、咯血、血尿、陰道出血等。顱內出血是致死的主要原因。病程多為自限性，常在數周內恢復，

少數病人病程超過 6 個月轉為慢性。 

23. 下列何種化學抗癌藥物的副作用會引起出血性膀胱炎？(A)5FU(Fluorouracil) (B)vincristine(Oncovin) 

(C)cyclophosphamide(Cytoxan) (D)doxorubicin(Adriamycin)。【C】解析：cyclophosphamide(Cytoxan) 腎

臟方面副作用：出血性膀胱炎(7-15%) (hemorrhagic cystitis)：血尿（輕微到嚴重皆可能）、頻尿、

解尿時的疼痛。應適當的補充水分來避免出血性膀胱炎，使用膀胱保護劑 mesna 可大幅降低發生

率。 

24. 使用 Oncovin 治療不慎發生藥物外滲時，下列護理措施何者錯誤？(A)立即停止藥物注射，並拔除針

頭套管(cannula)(B)儘快抽取皮下小疱中藥物及組織液(C)局部注射類固醇及生理食鹽水(D)於滲漏部

位局部熱敷。【A】解析：化學治療藥物外滲處理原則 1. 立即停止給藥。但不要拔除針頭。儘量自

靜脈點滴導管或靜脈注射處以空針回抽殘餘藥量、皮下腫起來的液體或血液。 

25. 有關靜脈注射外滲會導致組織壞死的抗腫瘤藥物，下列何者錯誤？(A)Adriamycin  (B) Oncovin   

(C) Bleomycin  (D) Daunorubicin。【C】解析： 

化學治療藥物具局部起泡性或刺激性 

強力的起泡性 強力的刺激性 

Doxorubicin（Adriamycin） Bleomycin 

Epirubicin  Cisplatin（Platamine） 

Idarubicin（Zavedos）  Dacarbazine（DTIC） 

Mitomycin  Etoposide（VP-16 、 Vepeside） 

Vincristine（Navelbine）＊  Florouracil（5-FU） 

Vinblastine（Velbe）＊  Mitoxantrone（Norvantrone） 

 Vincristine（Oncovin）＊  Paclitaxel（Taxol） 

註:＊屬長春鹼 Vinca 類 
 

26. 有關放射線治療的護理措施，下列何者正確？(A)治療期間，可使用熱敷緩解病患照射部位的不適 

(B)嚴禁病患刮鬍鬚，以免刮傷皮膚 (C)提醒病患不可洗去照射部位皮膚上所做的記號 (D)宜用

肥皂清洗照射部位的油垢沈積。【C】解析：A 治療部位不可使用熱敷或冰敷。B 可以使用電動刮鬍

刀，避免使用 剃刀造成皮膚傷害。D 可使用溫水搭配中性或溫和沐浴用品沖洗，並使用乾毛巾按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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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關放射線治療病患皮膚照護之護理指導，下列何者錯誤？(A)以清水清洗照射部位 (B)照射部位

避免塗擦乳液 (C)穿著質料柔軟的衣物 (D)適時曝曬陽光，保持照射部位乾燥。【D】解析：放射

線治療開始後約 2-3 週，照射部位的皮膚會出 現如曬傷的皮膚反應，放射線治療開始後約 2-3 週，

照射部位的皮膚會出 現如曬傷的皮膚反應，治療部位不可過度日曬，也不可在照射部位塗抹防曬

乳，但要做好防曬措施，如長衣褲、戴帽子、撐傘。 

28. 通常接受化學治療後多久，病人會開始脫髮？(A)1 週內 (B)2～3 週 (C)6～8 週 (D)半年後。    

【B】解析：脫髮通常發生在化療後 2-3 周，甚至兩次治療之後才發生。一般情況下，停藥後 1-2

個月毛髮就會開始重新生長。 

29. 有關癌症化學治療藥物毒性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MTX 會引起神經性毒性 (B)Ara-C 會引起

肺毒性 (C)Adriamycin 會引起心肌毒性 (D)6-MP 會引起腎毒性。【D】解析：抗代謝藥物

Mercaptopurine(6-MP)是化學治療劑，也可以是免疫抑制劑。此藥會暫時使白血球及血小板降低，

提高感染及出血之發生率。 

30. 有關尿崩症病患之診斷檢查結果，下列何者正確？①體重減輕 5%② 尿比重 1.010③血漿滲透壓升

高④尿液滲透壓降低⑤血鈉值降低：(A)①④ (B)②③ (C)③④ (D)④⑤。【C】解析：尿崩症患

者之每天尿量可達 18L，尿比重 1.005；中樞性尿崩症常出現高血鈉。 

31. 有關內分泌腺體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胰臟 α 細胞分泌胰島素(insulin) (B)腎上腺皮質分泌糖

皮質類固醇(cortisol) (C)腦下垂體前葉分泌催產素(oxytocin) (D)副甲狀腺分泌降鈣素(calcitonin)。

【B】解析：胰臟 β 細胞分泌胰島素(insulin)，腦下垂體後葉分泌催產素(oxytocin)，甲狀腺分泌降鈣

素(calcitonin)。 

32. 有關甲狀腺功能亢進病人之照護原則，下列何者錯誤？①採高蛋白飲食②採高纖維飲食③限訪客④

限飲水量：(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D】解析：因為腸胃蠕動快速，不宜採高纖維

飲食。不需限飲水量。 

33. 有關甲狀腺功能亢進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與碘攝取不足有關②有家族遺傳傾向③

老年女性的發病率最高④出現突眼症⑤血中出現有促甲狀腺免疫球蛋白⑥青春期前發

病者，性發育有延遲現象：(A)①②④⑤ (B)①③④⑥ (C)②④⑤⑥ (D)③④⑤⑥。

【C】解析：可能與碘攝取過多有關。年輕女性的發病率最高。 

34. 黏液水腫(myxedema)患者不會出現下列何種問題？(A)服用甲狀腺藥物後，產生血糖降低 (B)代謝

率降低導致體重增加及營養不平衡 (C)對冷敏感，保暖不佳易誘發黏液水腫昏迷 (D)貧血及腦循

環血量不足，產生智力減退。【A】解析：黏液水腫(myxedema)為成年人甲狀腺功能低下，因此反而

要補充甲狀腺素。甲狀腺激素增加碳水化合物的腸道吸收;調節組織胰島素敏感性;協同兒茶酚胺作

用，增加糖原分解，利用乳糖和甘油合成葡萄糖，總效應使血糖升高。 

35. 有關庫欣氏症候群的臨床表徵，下列何者正確？①水腫②高血鉀③高尿糖④皮膚有瘀斑⑤皮質醇濃

度清晨增高，夜間逐漸降低⑥憂鬱：(A)①②③⑤ (B)②④⑤⑥ (C)①③④⑥ (D)②③④⑥。【C】

解析：腎上腺皮質功能亢進者，留鹽激素分泌過多則高血鈉且低血鉀，且無論日夜皮質醇濃度皆增

高。 

36. 有關愛迪生危機(Addison’s crisis)病人的臨床表徵，下列何者正確？①低血壓②心搏減慢③高血

鉀④心臟衰竭⑤全身軟弱無力⑥腹部、背部及腿部疼痛：(A)①②③⑤ (B)①③⑤⑥ (C)②③

④⑥ (D)③④⑤⑥。【B】解析：腎上腺嚴重低下時發生，可能肇因於：長期未診斷出的愛迪生氏

病、腎上腺出血、或是既有患病者遭逢感染或創傷。屬醫療危急情形，若缺乏即時治療將威脅患者

性命。 症狀包含：低血壓、低血鈉症、高血鉀症、高血鈣症，若發生低血容積休克，則會發生代償

性心跳過快。與心臟衰竭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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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6 歲病人診斷為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IDDM)，其運動衛教何者錯誤？(A)運動時間最好選擇在飯後

1 小時左右 (B)血糖超過 250mg/dL 時，應趕快運動，以降低血糖 (C)運動量應使心跳速率達(220

－26)×50～70% (D)每日規律運動、勿在空腹時運動。【B】解析：血糖超過 250mg/dL 時，運動反

而造成壓力而使血糖更不易控制。 

38. 有關糖尿病酮酸中毒(DKA)之醫療處置，下列何者錯誤？(A)最初 2～3 小時內由靜脈輸注生理食鹽

水 (B)由靜脈滴注 NPH，最初速率為 0.1 U/kg/小時 (C)當血液 pH≦7.1 時，點滴中應加入重碳酸

氫鈉 (D)脫水情況改善後，點滴中應加入氯化鉀。【B】解析：NPH 中效胰島素含魚精蛋白，不能

靜脈注射。 

39. 糖尿病的診斷標準，下列何者正確？(A)空腹血糖 100～126 mg/dL (B)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

(OGTT)140～200 mg/dL (C)飯前血糖連續兩次≧126 mg/dL  (D)隨意抽血一次血漿葡萄糖≧140 

mg/dL。【C】解析：空腹血糖 126 mg/dL 以上，OGTT 200 mg/dL 以上，隨意抽血一次血漿葡萄糖≧

200 mg/dL。 

40. DKA（糖尿病酮酸中毒）和  HHS（高血糖高滲透壓狀態）的最主要差別，何者為非？  

(A) DKA 不是因為胰島素缺乏，而是昇糖素等拮抗賀爾蒙增加，脂肪分解後的游離脂肪酸增加(B) 

HHS 也是缺胰島素，但是還足夠抑制脂肪分解，所以典型的 HHS 只有高血糖，而沒有酮體生成。 

(C) HHS 病人通常是因為高血糖造成的滲透性利尿，導致嚴重脫水，滲透壓高到影響意識狀態才就

診。(D) 高血糖會導滲透性利尿。尿糖在初期會讓腎絲球過濾率增加，但是等水份流失過多，身體

進入脫水狀態。【A】解析：DKA 是因為胰島素缺乏、同時昇糖素等拮抗賀爾蒙增加，脂肪分解後

的游離脂肪酸因此能透過 carnitine palmitoyl transferase-1 這個轉移酶進到肝細胞的粒線體中，進行 

β-oxidation 後再生成酮體，而導致酮酸中毒。 

41. 有關燒傷病人達到體液復甦目標之指標，下列何者正確？(A) 尿量每小時 50 毫升 (B) 血比容

（Hematocrit）60%  (C) 尿比重 1.035   (D) 脈搏 130 次／分【A】體液復甦: Parkland formula

（體重 x 燒傷面積% x4）是最廣泛使用的公式，用來計算一個大面積燒傷（>30% 總體表面積）病

人在受傷後 24 小時所需要的體液，給予的是 lactated Ringer's（乳酸林格氏液），一半的量在前 8

小時給予完畢，另一半的量 16 小時平均給予。在尿色正常狀態下，以每小時每公斤體重 0.5 至 1c.c.

尿量，為標準，如是血尿，尿量應維持在 100c.c.以上，血液 pＨ值在 7.46 至 7.5 之間，以避免急

性腎衰竭。成年人尿液比重正常值為 1.010~1.030，尿液濃度越高、比重越高，© 選項--尿比重 1.035

高於 1.030，表示尿液過濃，可能有蛋白尿、糖尿、或是脫水的問題。B 選項--血比容(Hct)正常值是

36~47%; ↑表脫水, 體容積不足。低血容積徵象尚包括: 心跳加快、意識狀態改變; 尿量減少(尿量

低於 20ml/hr，會因腎循環不足而造成急性腎小管壞死。 

42. 有關疥瘡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 接觸疥蟲後 4 週才會出現症狀 (B) 疥蟲離開人體後 3 週

才會死亡 (C) 好發於手指間、手肘、腋下或腹股溝等皺褶處 (D) 會經由皮膚、衣物等直接接觸

而感染【B】解析：A 選項：第一次感染疥瘡，不會立刻出現症狀，約一個月才會出現症狀，但患

者感染後即使症狀尚未出現也可傳染，所以疥瘡治療必須同時治療周遭無症狀的接觸者；若為二次

感染，因人體已對疥蟎致敏，症狀約 1 ~ 4 天就會出現臨床症狀。B 選項: 疥蟎離開人體無法長期存

活，會在 2 ~ 4 天後脫水死亡，所以疥瘡治療最重要的還是將所有可能接觸者於同一時間接受治療，

當群體中所有人都同時治療時，環境中的少數疥蟎也勢必因無可感染宿主而死亡，所以治療疥瘡無

須對環境做過度消毒。 

43. 有關乳癌手術後復健運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術後 1 週可游泳 (B) 術後 2 天後可執行

手肘以下的關節運動 (C) 術後 4～7 天才可執行刷牙、洗臉之一般日常活動 (D) 在引流管拔除

前，不能做復健運動，以免牽扯傷口【B】解析：乳癌術後復健運動原則: 1.術後 24 小時後，經醫

師許可，即可進行復健運動。2.術後第二天可開始進行動作較小的日常活動，如刷牙、洗臉、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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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儘可能在鏡子前做運動，以矯正不當運動，如避免患側肩膀下垂，或者軀幹、頸部側彎。 4.

所有動作進行前須先執行暖身運動，並應輕柔緩慢的進行，建議最初每日至少做三次（早中晚各一

次），每次約 10~20 分鐘，循序漸進地增加次數。倘若運動過程中有些微疼痛或僵硬不適，可以

先休息一下，並做幾次深呼吸以緩解不適。5.復健運動至少須持續一年。引流管拔除前可執行的運

動: 1.手腕運動：以枕頭墊高手臂，做手腕上、下、左、右、旋轉及繞圈運動。2.手肘運動：將手肘

彎曲、伸直。 3.握拳運動：患側手臂舉高過於心臟，將手握拳後再放鬆，重複數次。4.梳頭運動：

將患側手臂沿著頭部至後頸作梳頭動作，持續 20 次，並保持頭部垂直，運動時若覺得疲累，可稍

作休息。5.腹式呼吸運動：平躺於床上，吸氣使腹部鼓起，維持數秒鐘，吐氣使腹部內縮，重複做

3~5 次。6.頸部旋轉運動：在站立或坐姿的姿勢下，進行頸部向前彎、向後仰及左右旋轉運動。7.

聳肩運動：在站立、坐姿或平躺的姿勢下，進行肩部往上聳起運動。 

44. 有關燒傷病人植皮前後之護理措施，下列何者錯誤？(A) 供皮區在取皮後應壓迫 4～6 小時，以減

少滲血 (B) 供皮區在癒合後，可使用乳液減少搔癢 (C) 傷口應多接觸日照，以利維生素 D 形

成 (D) 植皮後應密切監測傷口滲液的性質以及有無出血【C】解析：取下皮膚移植到燒傷傷口上。

受移植的部位一到二周後會重新獲得血流供應而生長，供皮區約二週可自行癒合，但除頭皮外的供

皮區都會留下疤痕。傷口的癒合是一連串複雜的過程，最後免不了形成疤痕，傷口皆避免日照。正

確的傷口照顧可減少感染及結疤。受皮區之注意事項: 患肢抬高，以利血液循環，若有不適，如疼

痛、發麻、腫脹…等，請告知護理人員處理。手術後請依護理人員指導限制部份活動，以防移植之

皮膚滑脫或嚴重出血，臉頸部手術之病患為了避免咀嚼食物牽扯到受皮區而影響手術成功率，視需

要可能會採鼻胃管灌食。在皮膚移植後 5~7 天內，受皮區附近的關節，應暫時停止做關節運動，其

他不會牽扯到受皮區之關節應繼續原來的肢體運動。下肢大範圍植皮的病患﹙包含取皮區部位在大

腿﹚，手術後一週需臥床休息，不可任意下床活動。副木固定受皮區約 5~7 天，請勿自行拆除，經

醫師同意方可下床活動時，必須以彈性繃帶包紮加壓，減少因血液鬱積導致血腫及破皮現象。背部

及臀部植皮的患者，術後請儘量採俯臥姿勢，以利手術植皮的成功。皮膚移植後請增加高蛋白質、

高熱量、高維生素飲食之攝取，以助皮膚移植成功的機率。.絕對禁止抽煙及喝酒。.傷口癒合過程

中，新生皮膚若有搔癢情形，切勿用手去抓，以防止抓破皮膚阻礙癒合。傷口癒合後，可以乳液或

潤膚油保護新生的皮膚，並依護理人員的教導執行按摩及壓力衣治療，促進疤痕成熟。 

45. 當病人出現眼睛疼痛、伴隨噁心嘔吐症狀，下列何者為其最可能之診斷？(A) 網膜剝離 (B) 隅角開

放性青光眼 (C) 隅角閉鎖性青光眼 (D) 白內障【C】解析：隅角閉鎖性（急性）青光眼，因為

房水排出的通道突然被阻塞，液體快速積聚可能導致眼壓急速升高、疼痛加劇，為此類型青光眼症

狀。隅角閉鎖性青光眼非常緊急，如果您開始出現症狀，如嚴重的疼痛，噁心和視力模糊，應該要

立即聯繫您的眼科醫師。慢性隅角開放性青光眼在歐美是最被熟悉的青光眼，這種小樑組織因老化

而漸進式非完全性的阻塞，經過一段時間後才造成眼壓的緩慢上升，就如無形殺手一樣，患者常常

在視神經受到嚴重損害後才在眼科被診斷出來，因為病人初期通常沒有症狀，末期也是因視力及視

野嚴重受損後才來找醫師。所以診斷這一型青光眼的最好方法是四十歲以後定期做眼睛檢查，最好

每年一次。 

46. 有關青光眼藥物作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 前列腺素致效劑可抑制房水液生成 (B) β 腎上

腺素阻斷劑可抑制房水液生成 (C) 縮瞳劑可抑制房水液排出 (D) 乙醯膽鹼酶抑制劑可抑制房

水液生成【B】解析：青光眼藥物的分類: (B)局部β受體阻斷劑--對眼睛局部施用β受體阻斷劑，可

減慢眼睛製造房水的速度，從而減低眼內壓。用作局部眼用製劑的β受體阻斷劑有倍他洛爾、卡替

洛爾、左布諾洛爾和噻嗎洛爾。(A)局部前列腺素類似物及前列腺酰胺--前列腺素類似物拉坦前列素、

他氟前列素和曲伏前列素，以及合成的前列腺酰胺比馬前列素，可增加眼球水狀液(房水)外流，從

而減低眼內壓。(C)局部縮瞳藥--縮瞳藥，例如毛果芸香鹼，可增加水狀液(房水)外流。(D)乙醯膽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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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劑主在致睫狀肌及瞳孔括約肌收縮，牽引虹膜與角膜間的隅角，促使房水液流出。另外,靜脈

注射高滲甘露醇--靜脈注射高滲甘露醇是滲透性利尿劑的一種，可減少玻璃體的體積，令眼內壓顯

著下降。通常用於青光眼的短期治理。 

47. 有關白內障摘除術後預防眼壓上升的護理指導，下列何者正確？(A) 術後第二天可以咳嗽或用力擤

鼻涕 (B) 可以彎腰撿起掉在地上的東西  (C) 可採俯臥睡姿 (D) 避免睡向手術側【D】解析：白

內障手術是唯一能夠根治白內障的方法。白內障手術後注意事項像是當天臥床休息不要壓到動刀的那個

方向，如果有任何嘔吐或者不舒服的症狀要立刻反應，最好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像是菸酒之類的攝取。

至於白內障術後保養則是兩月內維持眼壓，不要讓頭部有急速動作或者彎腰之類的行為，睡覺時記得戴

眼罩，而眼罩要消毒; 睡覺時請盡量維持平躺，如需側卧，需向未開刀一側睡。 

48. 有關護理師與聽覺障礙者溝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應先開口較能掌握交談主題 (B) 說話

速度勿太快且音調稍低 (C) 應先讓聽覺障礙者知道要交談的主題 (D) 說話時需面對光線來源 

【A】解析：與聽障者相處，最重要的原則是「耐心溝通」。如果你會手語，能和聽障者以手語溝通，

當然很好，但不是只有手語能和聽障者溝通，如果你完全不會手語，也可以用紙、筆和他進行筆談，

聽障不是智障，現在很少有聽障者完全不識字的。此外，簡單的字語也可以用說話嘴形、面部表情、

雙手動作來達到溝通的目的。 

49. 下列何者為食道重建術後最嚴重的合併症？ (A) 吸入性肺炎 (B) 腹瀉 (C) 吞嚥困難 (D) 傷口

吻合處滲漏【D】解析：食道重建手術適用於食道癌病灶位置在食道中段或下 1/3 處，且沒有遠位

轉移者。手術方式是將胃提升至胸腔與食道遠端吻合，或取下結腸一小段或人造管腔兩端各接上食

道與胃部。術後最嚴重的合併症︰傷口吻合處滲漏。 

50. 有關肝性腦病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 應預防便祕 (B) 為血液中氨質升高引起之中樞神經

障礙 (C) 使用利尿劑來促進氨的排除 (D) 昏迷前期的症狀為嗜睡【C】解析：醫師通常會給予一

種藥物 lactulose，這種藥會增加排便次數，並可減少氨在腸道的吸收，幫助患者加速排除體內過多

的氨。 

51. 有關肝癌病人接受動脈栓塞療法（Transcatheter Arterial Embolization, TAE）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副作用為發燒，於術後需監測體溫 (B) 由動脈注入化學藥物以堵住肝門靜脈 (C) 適用於所

有肝癌之病人 (D) 不需平躺可立即下床活動【A】解析：臨床上對於無法開刀切除之肝癌，酒精

注射，電燒，經導管肝動脈栓塞術和肝動脈持續性化療灌注是公認可以有效延長病人存活期和生活

品質的四個主要治療模式。肝動脈栓塞術在 1980 年代初期被用於肝癌的治療; 肝動脈栓塞術為肝癌

的治療方式之一，是將供應肝腫瘤細胞的血液來源阻斷，在不影響正常肝組織的情況下，使腫瘤因

為缺乏養分而自然壞死。治療前的準備：（一）醫師會向您解釋治療的目的、部位、方法，以及可

能引起的合併症，並填寫治療同意書及及自費特材同意書。(二）禁食至少６～８小時。（三）靜脈

點滴注射。（四）準備皮膚：兩側腹股溝毛髮剃除。（五）送檢查前需先解小便。治療過程：（一）

由勤務人員以推床將您推送至中正樓二樓放射線部檢查室。（二）由醫師消毒預穿刺部位的皮膚（一

般是右側腹股溝），並注射局部麻醉劑。（三）由醫師注射顯影劑進行血管攝影檢查，確定肝臟內

動脈血管、腫瘤大小與分佈情形。（四）醫師將導管自腹股溝血管逆行至腹主動脈，再送入肝動脈，

在接近腫瘤的地方注入抗癌藥物及栓塞物質。（五）治療完成後，醫師會移除導管，以紗布及膠布

黏貼並用砂袋加壓止血穿刺部位傷口。（六）治療過程中，請放鬆心情，配合放射科醫師指令，即

可順利完成治療。栓塞後應注意事項：（I）栓塞當天注意事項：１．回病房後需臥床６小時可自由

翻身，但禁止抬頭動作（會增加負壓），砂袋加壓腹股溝穿刺處２小時後可移除砂袋，穿刺部位的

肢體請保持平直不要彎曲，以避免出血現象，如果穿刺部位有出血現象，請告知護理人員處理；未

壓砂袋的腿可以輕微活動。２．護理人員會密切監測您的生命徵象。 ３．返室後無不適即可進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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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者除外）。４．臥床期間無論進食、飲水、排泄，均需由他人協助，若有排泄需要，請於床上

使用尿壺或便盆。５．平躺６小時後，需採漸進式下床活動，第一次下床應有人協助以防跌倒，並

避免劇烈運動。６．２４小時後，護理人員會幫您拆除腹股溝傷口的敷料，並觀察傷口情形。（II）

栓塞後可能出現的不適及處理：１．食慾不振、噁心、嘔吐：通常在術後立即發生或１～２小時後

發生；建議採少量多餐的方式進食，若嚴重噁心、嘔吐時，可依醫囑服藥緩解症狀。２．右上腹疼

痛：在栓塞術後立即發生或２～３小時後發生，必要時依醫囑服用止痛藥，約３～７天緩解。３．

發燒：在栓塞後４小時即可能發生或延至１～２天才開始，鼓勵多休息及攝取水分，採均衡飲食，

必要時依醫囑給予冰枕、退燒藥，通常於３～５天即可恢復。４．疲倦：一般在栓塞術後１～２小

時開始，栓塞術後１～２天最累；因為栓塞後種種不適會影響睡眠，所以醫護人員會先協助處理您

栓塞後不適症狀；建議適度下床活動及給予背部和肢體按摩可減輕疲倦。 （III）居家自我保健原

則：１．飲食：（１）均衡飲食、定時定量、勿暴飲暴食。（２）選用新鮮、清淡、高纖的食物，

應避免食用加工或醃製食品，如罐頭、醬菜、臘肉、鹹魚等。（３）禁飲酒類。２．休息與活動：

（１）維持規律的生活作息，不熬夜。（２）依個人體力做適度的活動。３．不亂服成藥、偏方及

草藥，以避免增加肝臟負擔。４．當有下列情況，需立即就醫：（１）寒顫，高燒不退。（２）腹

部劇痛。（３）腹部腫大、腹脹、下肢水腫。（４）皮膚容易出現瘀血、瘀瘢，或刷牙容易出血等

現象。（５）茶色尿、黃疸（如皮膚、掌心或鞏膜變黃）。（６）吐出咖啡色液體或吐血，大便變

黑或解血便。 

52. 有關潰瘍性結腸炎與區域性結腸炎之比較，下列何者錯誤？(A) 二者均易導致腹瀉及營養缺乏 

(B) 前者較後者常見糞便中帶血及黏膜 (C) 前者較後者常見侵犯小腸 (D) 後者較前者常見

脂肪痢【C】解析：克降氏症又稱區域性腸炎，是一種慢性侵犯全層腸壁的發炎性疾病，

腸道任何部位均可受侵犯，通常是分節式發生，好發於迴腸終端，症狀包括：腹瀉、

腹痛、體重減輕、生長遲滯、血便（炎症位於結腸才會出現）、肛門周圍疾病。  

項目分類    潰瘍性結腸炎  區域性結腸炎  

部位   侵犯結腸的黏膜及黏膜下層    侵犯結腸組織層    

病因   未知   未知   

好發族群   年輕人且高社經地位者   年輕人且高社經地位者    

症狀   腹瀉 (10~20 次 /天、水瀉 )、腹痛、

解血便、發燒、體重降低   

腹瀉 (5~6 次 /天、軟便 )、腹痛、少有

解血便、發燒、體重降低   

黏膜表面   黏膜表面有明顯的顆粒及偽息肉  黏膜表面有類似圓石突起且有裂痕   

腸腔   窄且短   腸壁變厚，可能有肉芽腫及瘻管形

成   

合併症   出血、穿孔、瘻管、營養失調   瘻管、營養失調   

53. 有關胃食道逆流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可能是下食道括約肌壓力太高 (B) 體重控制在正常

範圍，以減少腹部所承受的壓力 (C) 進食後 2 小時內避免躺下或運動 (D) 心灼熱感為最常見的

症狀【A】解析：*致病機轉: 造成胃酸逆流到食道的可能原因包括(1)食道排空能力不足 (2)陣發性

下食道括約肌鬆弛(TLESRs) (3)食道裂孔疝氣 (4)胃排空過慢 (5)腹腔內壓力增加 (6)膽汁逆流。在

胃酸和胃蛋白脢的共同作用下，食道黏膜細胞間隙變寬，胃酸滲入刺激感覺神經末稍，破壞了細胞

內傳導機制，造成細胞壞死、黏膜受損。治療方式:(1)調整生活方式:睡覺時頭部抬高 15~20 公分，

左側睡，不抽煙，不喝酒，體重減輕，衣帶勿太緊，少作彎腰動作;注意飲食，少吃油炸、高脂食物，

睡前 2 小時勿食，避免咖啡、茶、碳酸飲料、柑橘、蕃茄、薄荷、巧克力;避免以下藥物:抗氣喘藥 

(theophylline)、抗憂鬱劑(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鎮靜劑 (benzodiazepine)、抗高血壓藥(鈣離子拮

抗劑和乙型受體拮抗劑)、副交感神經抑制劑(anticholinergics)、女性荷爾蒙(黃體素)、阿斯匹靈、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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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固醇抗炎藥等。(2)藥物:中和胃酸:以制酸劑中和胃酸，可降低對食道黏膜的刺激，改善症狀，但

療效不佳。防止胃酸逆流:胃腸蠕動促進劑(如 metoclopramide，cisapride)可促進食道蠕動，加速胃

排空，增加下食道括約肌壓力。單獨使用效果不佳，約只有 30%療效。 

54. 有關結腸癌的危險因子，下列何者不正確？(A)長期食用低纖維食物 (B)長期食用低脂肪食物    

(C)排便習慣不正常 (D)結腸息肉【B】解析：危險因子--大腸直腸癌的發生率近年來一直居高不下，

許多研究指出此種現象與飲食西化、運動習慣、抽菸喝酒等生活習慣息息相關，但是究竟什麼樣的

生活習慣及基因疾病史會增加罹患大腸直腸癌的危險性，此部分先列出如下:生活習慣:1. 飲食習慣: 

2. 運動習慣: 我想要知道基隆有哪些健身步道及運動地點？ 3. 抽菸習慣: 我想要戒菸.可以去哪

找？ 4. 喝酒習慣; 基因疾病史 :家族病史 1. 家族性大腸瘜肉症(FAP) 2. 遺傳性非瘜肉性大腸癌

(HNPCC) 3. 大腸直腸癌(CRC); 基因疾病史 :個人病史--1. 大腸直腸癌(CRC), 2. 發炎性腸炎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 (1) 克隆氏腸炎(Crohn’s disease) &(2) 潰瘍性腸炎(Ulcerative 

colitis) 此題若為考”不正確”答案為 B 

55. 有關急性胰臟炎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最常見的病因為膽石症及酒精 (B)血清澱粉酶（amylase） 

及鈣（calcium）異常 (C)出血性胰臟炎會出現 Rovsing sign (D)會造成電解質及酸鹼不平衡【C】膽

結石與喝酒是引起急性胰臟炎最常見的原因, 3～8％的膽結石病人可能會產生急性胰臟炎，其他原

因包括高血脂、病毒感染…等。症狀：1.上腹痛或肚臍周圍疼痛，並轉移至背部和兩側腹部（典型），

左上腹會疼痛並常擴散放射至背部，進食油膩、油炸及高脂肪食物或喝酒及採俯臥姿勢時疼痛會更

加劇，屈膝彎腰會減輕疼痛。2.噁心、嘔吐。3.腹脹、便秘。4.發燒。5.透納氏徵象（Grey- Turner’

s sign 腰窩處有青紫的情形）及庫倫式徵象（Cullen’s sign 肚臍周圍呈現青紫的情形）。6.腹膜炎

及麻痺性腸阻塞的症狀。洛福辛氏徵象(Rovsing's sign)是：壓迫左下腹的麥氏點會造成對側疼痛，

為急性闌尾炎徵象。 

56. 有關肝硬化引起食道靜脈曲張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 為維持病人凝血機能，可輸注新鮮冷凍

血漿 (B) 當食道靜脈曲張破裂出血時，首要處理方式為止血 (C) 可服用鎮靜安眠藥物以維護病

人安全 (D) 為肝硬化病人發生上消化道出血的主要原因【C】鎮靜安眠藥物與題意無直接關係。 

57. 一位 25 歲女性主訴最近食慾不振、疲倦、發燒及體重減輕，經身體評估發現口腔潰瘍、左右膝

關節 有壓痛、腫脹，另抗核性抗體（ANA）呈現陽性，下列何者為其最可能之診斷？(A)骨性關

節炎 (B)類風濕性關節炎 (C)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D) 全身性紅斑性狼瘡【D】根據 1972 及 1982

年美國風濕醫學會（American Rheumatism Association）標準，凡具有下列十一項準則中的任四項

以上，可診斷為紅斑性狼瘡。 1.面頰有紅斑——臉上之蝶形皮疹（Malar rash）,2.圓盤紅斑（Discoid 

lupus）,3.陽光過敏（photosensitivity）,4.口腔潰瘍（oral ulcer）,5.非糜爛性關節炎（arthritis）,6.漿

液膜炎（Serositis）包括有肋膜炎或心包膜炎,7.腎功能障礙，出現蛋白尿或尿中有圓柱體,8.神經障

礙如抽搐或精神病,9.血液障礙主要是溶血性貧血，網狀血球增多 （Reticulocytosis），加上下列之

一：白血球過少（<4000/mm3）、淋巴球過少（<1500/mm3）、血小板過少（<100000/3）,10.免疫

系統障礙有右列之一：LE（狼瘡）細胞陽性反應、DNA 抗體、核酸核蛋白抗體（Anti-Sm）、梅

毒血清假陽性反應半年以上,11.抗核抗體（ANA）陽性反應。 

58. 有關全身性紅斑性狼瘡的處置，下列何者錯誤？(A) 紅斑性狼瘡目前無法治癒，只能降低炎症反應

和損傷 (B) 可使用類固醇治療全身性症狀的急性惡化 (C) 可使用非類固醇類抗炎症藥物減輕

關節疼痛 (D) 停止使用抗瘧藥 Chloroquine 後，視網膜病變之副作用即不會出現【D】奎寧藥物

在累積劑量超過一千克時，或連續服藥五年後，可能有百分之一的病患會發生不可逆視網膜病變，

使視覺功能難以回復，所以密切監控並預防此副作用，乃有效控制自體免疫疾病外的一項重要課題。

眼科篩檢奎寧相關視網膜病變的一般建議如下：所有病人在開始服用奎寧前應先接受眼科檢查，且

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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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每隔十二個月重覆一次。 

59. 愛滋病毒感染者的伺機性感染，下列何者最常見？ (A) 肺囊蟲肺炎 (B) 念珠菌感染口腔炎 (C) 

弓形蟲腦膜炎 (D) 隱球菌症【A】肺囊蟲肺炎，Pneumocystis jirovecii pneumonia 是愛滋病毒感染

者最常見的肺部併發症，九成五以上好發於 CD4 淋巴球數低於 200 cells/μL 的患者。臨床的初期

表現往往以乾咳、發燒、持續進行的呼吸困難為主，迸成發展為亞急性，約數天到數週。 

60. 一位 78 歲男性，最近三個星期於軀幹及上下肢發生數個大水皰。皮膚病理檢查顯現表皮下裂解，

且有嗜伊紅性細胞浸潤於真皮上層。最可能的診斷為：(A) 帶狀皰疹(herpes zoster)  (B) 膿痂疹

(impetigo)  (C) 類天皰瘡 (pemphigoid)  (D)天皰瘡 (pemphigus)【C】大皰性皮膚病 (bullous 

dermatosis 是一類發生在皮膚和黏膜的以水皰、大皰為主要表現的疾病，可粗略地被分為“自身

免疫性大皰病”和“非自身免疫性大皰病”兩大類，在前者血清中和病變皮膚處可檢測到特異性

的致病性抗體，是器官特異性自身免疫病，天皰瘡和類天皰瘡均屬於此類。類天皰瘡是一組好發

於中老年人的慢性大皰性皮膚病，其特點是皮膚上出現緊張性水皰或大皰，皮膚組織病理為表皮

下水皰，血清中和基底膜處存在 IgG 型的抗基底膜帶抗體(大皰性類天皰瘡抗體)。好發於軀幹、

四肢伸側、腋窩和腹股溝。約 10% ~ 35% 患者累及口腔黏膜，出現水皰或糜爛。本病進展緩慢，

如不予治療，數月至數年後自發性消退或加重，但預後好發於天皰瘡；死亡原因多為消耗性衰竭

和長期大劑量應用糖皮質激素等免疫抑制劑後引起的感染、多重器官功能衰竭等併發症。 

 

第二部份(請依題次在第二張答案卡上，『頁數』請劃『2』，答案卡需完整填寫學制、科系、年級、班級、座號、姓名、科目) 

1. 有關腦部腫瘤手術後的照護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A)術後可能立即發生鈉滯留，應監測血清與 

尿液電解質及血中尿素氮（BUN） (B)使用高劑量 類固醇治療者，應每 4 小時監測其血糖 (C)

若病患另有胃潰瘍，醫師使用 H1 接受器阻斷劑時，應監測是否有胃出血情形 (D)若病患有不當

抗利 尿激素症候群（SIADH），應監測是否有低血鈉症情形。【C】解析：H1 接受器阻斷劑，為一

種抗組織胺，用於過敏性鼻炎或皮膚過敏情形。若並患有胃潰瘍，醫師會使用 H2 接受阻斷劑，可

抑制胃酸分泌，減少胃出血情形。   

2. 病人呈現洋娃娃眼(doll’s eye)陽性反應時，代表下列何者功能正常？ (A)大腦 (B)腦下垂體 (C)

小腦 (D)腦幹。【D】解析：腦幹正常者洋娃娃眼(doll’s eye)呈陽性反應：快速轉動頭部時，眼球

隨頭轉的方向（同向）移動腦幹受傷者洋娃娃眼(doll’s eye)呈陰性反應，即眼球朝頭轉的對側（相

反）方向移動。 

3. 與接受型失語症病患溝通時，宜使用下列何項技巧？ (A)提高聲調 (B)將說話之速度加快 (C)

重覆敘述溝通的內容 (D)併用非語言的溝通方式。【D】解析：(A)仔細傾聽並盡力了解病人，用

平常音量；(B)說話速度應放慢，並給足夠的時間做反應；(C)重覆簡單的指示，直到病人了解，亦

可併用非語言的溝通方式。 

4. 出血性腦中風病人的藥物治療，下列何者錯誤？ ①抗凝血劑，如 Heparin ②抗血小板凝集劑，

如 Aspirin ③滲透性利尿劑，如 Mannitol ④抗高血壓藥物，如 Trandate：(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A】解析：Heparin 是抗凝劑，Aspirin 則會抑制血小板的凝集作用，兩者皆

會造成出血，故而不能用在出血性腦中風的病人。 

5. 為了預防中風病患發生關節畸形，並保有最佳的活動度，下列護理措施何者錯誤？ (A)常做被動

性之全關節活動，以預防垂足 (B)在患側上臂與胸壁間之腋下放置枕頭，以預防過度外展 (C)

每 2 小時協助病人更換姿勢，以預防關節僵硬 (D)平躺時在患側膝下置放枕頭，以促進舒適。【D】

解析：平躺時在患側膝下置放枕頭，會造成關節攣縮畸形，側臥時可在患側膝下置放枕頭，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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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舒適。 

6. 有關腦壓升高的治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使用高張性利尿劑以減輕腦部水腫情形 (B)使用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緩解血管性腦水腫後，可立即停藥 (C)腎臟病患者不可使用 mannitol 來降低腦

壓 (D)可用間歇過度換氣法，降低 PCO2至 25 mmHg，以減少腦血流。【B】解析：類固醇一般成

人劑量為 Dexamethasone 5～10 mg，以靜脈或肌肉注射給予，每 2～6 小時注射一次，後逐漸減量。 

7. 今晨護理人員測得張先生之腦灌注壓 （CPP）＝70 mmHg；平均動脈壓（MAP） ＝100 mmHg，

則其顱內壓（ICP）為：(A)10 mmHg (B)15 mmHg (C)30 mmHg (D)40 mmHg 。【C】解析：

顱內壓＝平均動脈壓－腦灌注壓＝100－70＝30 （mmHg），一般顱內壓的正常值約  0～15 

mmHg。 

8. 有關癲癇重積狀態(status epilepticus)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可能是服藥過量所引起 (B)是

指連續大發作超過 30 分鐘 (C)為使用 Phenobarbital 的副作用之一 (D)此病通常不會致命。   

【B】解析：(A)最常見原因為突然自行停藥；(D)死亡率 5～10%。 

9. 有關胸腔物理療法（chestphysiotherapy）之護理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A)顱內壓升高患

者不宜採姿位引流 (B)姿位引流後，才執行微量噴霧治療，效果更好 (C)叩擊時避開脊椎及

胸骨 (D)管灌餵食 2 小時後，可執行。【B】解析：噴霧治療—＞姿位引流—＞扣擊震顫—＞

深呼吸—＞咳嗽。 

10. 氣喘患者之肺功能測量結果，下列何者正確？ (A)功能性肺餘量（FRC）下降 (B)尖峰吐氣流速

（PEFR）下降 (C)用力呼吸流速（FEF25～75％）增加 (D)第一秒用力呼氣容積（FEV1）增加。

【B】解析：病人 FRC 應上升；FEV1 應下降。 

11. 有關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最早的臨床表徵是呼吸用力、

變慢 (B)胸部 X 光顯示單側、間質性慢慢浸潤變化 (C)提高 FiO2，病患之 PaO2不會有明顯增加 

(D)病患應與親友隔離，以免被感染。【C】解析：(A)最早的臨床表徵為呼吸用力及呼吸變快；(B) 

X 光會看到雙側的間質性浸潤變化；(D) ARDS 常是急性肺損傷（如創傷、中毒）最後出現的結果，

非單一病因所致，不用擔心傳染。  

12. 有關慢性支氣管炎（chronic bronchitis）常見的臨床表徵，下列何者錯誤？ (A)血比容＞60％ (B)

夜間低血氧 (C)紅血球減少 (D)咳嗽有痰。【C】解析：慢性缺氧導致紅血球增多。  

13. 有關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患者使用氧療法的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A)使用鼻套管時，以每

分鐘 1～2 公升流速提供氧氣 (B)以低濃度氧氣，維持 PaO2 在 45～50mmHg 左右 (C)維持周邊

血液血氧飽和度在 90％以上 (D)卞德里氏面罩（Venturi'smask）可提供較精準的氧氣濃度。     

【B】解析：COPD 患者的 PaO2 應維持在 55～60 mmHg 左右。  

14. 動脈血液氣體分析時，下列何者是判斷肺泡換氣的最佳指標？ (A)PaO2 (B)PaCO2 (C)HCO3－ 

(D)pH。【B】解析：(A)PaO2 氧和；(B)PaCO2 換氣；(C)HCO3－代謝；(D)pH 酸鹼。 

15. 肝硬化併發肋膜積水，會出現下列何種徵象？ (A)積水部位觸診震顫增加 (B)積水部位有囉音或

呼吸音消失 (C)積水部位胸廓運動加大 (D)呼吸速率降低且肋間膨出。【B】解析：(A)積水部位

觸診震顫減弱或消失；(C)積水部位胸廓運動減弱；(D)呼吸速率加快且肋間膨出。 

16. 有關胸部挫傷導致張力性氣胸（tension pneumothorax）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臨床症狀

包括呼吸衰竭、胸痛、血壓降低等 (B)胸部 X 光顯示縱膈腔偏移到對側 (C)理學檢查可發現患

側呼吸音消失 (D)必須經由胸部 X 光才可確定診斷。【D】解析：氣胸發生時因肋膜腔內壓力增

加使肺部通氣受限，98%氣胸病患主訴胸痛、呼吸困難。如氣胸嚴重，合併發生端坐呼吸、心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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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緊縮感或轉移性疼痛(肩膀痛)。若氣胸量多超過 15~20%，理學檢查可發現患側呼吸音減弱、

扣診回響增多(hypersonant)。外傷性氣胸病患須注意是否出現縱膈腔皮下肺氣腫，聽診可發現捻髮

音；或合併血胸，聽診可發現濕囉音(rales)。若發生張力性氣胸(tensionpneumothorax)，則病患呈

現氣促(short of breath)、盜汗(cold sweating)、心跳過快(tachycardia)，甚至低血壓。胸部 CT 是診

斷氣胸最精準的工具。當 X 光無法偵測到的少量肋膜腔內氣體、或非典型部位的氣體蓄積或是合

併血胸、肋膜積液、其他肋膜腔疾病的複雜性，都可藉由電腦斷層做出診斷。 

17. 牽引病人的護理，下列何者為是﹖ ①所有牽引重力均需懸空 ②皮膚牽引比骨骼牽引重量大，

但應不超過 10 磅 ③牽引肢體可輕觸床尾，以減輕牽引所造成的不適 ④牽引肢體可以加蓋

薄的被褥以保暖 ⑤牽引方向需與骨頭長軸行。(A)①②③ (B)①④⑤ (C)②③④ (D)③④

⑤。【B】解析：皮膚牽引所施加的牽引力量有限，一個部位只能使用不超過 2.3～4.5 kg（5～

10 lb）的牽引力量，時間為 3～4 週，以免皮膚破損；骨骼牽引可用於需要相當長時間的牽引，

且牽引力可重達 12～15kg（25～30 lb）。 

18. 陳太太，72 歲，因左股骨頸骨折入院治療，其醫囑先採 Buck's traction 3kg，兩天後施行內固定術。

有關此牽引治療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非？(A)此為直線式皮膚牽引 (B)此目的為固定陳太太的左腿，

達到制動及減輕肌肉痙攣疼痛 (C)其讓陳太太踝部也要制動，以免牽動髖部骨折處 (D)牽引部位

的皮膚需做皮膚護理，以防破損。【C】解析：勃克氏牽引是一種簡單的皮膚牽引，可達到暫時性

的制動及穩定骨折處。 

19. 有關截肢病人術後的護理措施，下列何者正確？ ①殘肢處可套上棉襪 ②請病人穿上義肢以

減輕腫脹程度 ③可長期用枕頭墊高殘肢促進靜脈回流 ④殘肢處用中性肥皂及水清洗即可。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B】解析：截肢患者於術後，可以枕頭

抬高殘肢，以加速靜脈回流，預防水腫及促進舒適，但不可超過 24～48 小時，否則將導致髖

關節攣縮。 

20. 有關類風濕性關節炎之臨床表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通常由侵犯大關節開始 (B)關節會產生

進行性破壞 (C)症狀發生常呈兩側不對稱 (D)關節僵硬會在一天當中逐漸加劇。【B】解析：(A)

疾病早期由於滑膜受免疫複合體刺激，會出現炎症反應(滑膜炎)，開始時侵犯周邊小關節，包括指、

腕、肘、膝、踝、趾及頸椎等，症狀發生常呈兩側對稱性；(D)關節僵硬疼痛易出現在早晨，需要

長達 30 分鐘後才可以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