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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護理師大會考考試試題 

類科：護理師 

科目：基礎醫學（包括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微生物學與免疫學） 

考試時間：1小時   
※注意：(一)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二)本科目共 80 題，每題 1.25 分，須用 2B 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三)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1.下列何者可將人體分成上下兩半？ (A) 矢狀切 (B)冠狀切 (C)水平切 (D)額狀切  

2.促進子宮收縮與乳汁射出的催產激素，是由下列何者製造？  

 (A)子宮內膜的上皮細胞        (B)卵巢的濾泡細胞  

 (C)腦下腺前葉的促泌乳細胞    (D)下視丘（hypothalamus）的神經細胞  

3.下列有關皮脂腺的敘述，何者正確？  

 (A)分泌物經由毛囊排至體表    (B)細胞分泌時本身並不損失，又稱為全泌腺  

 (C)分泌細胞分布於表皮和真皮  (D)耵聹腺和瞼板腺均屬特化的皮脂腺  

4.下列何者構成鼻中隔的一部分？  

 (A)枕骨（occipital bone）       (B)蝶骨（sphenoid bone）  

 (C)篩骨（ethmoid bone）       (D)顳骨（temporal bone） 

5.過敏反應時，何種血球會釋出組織胺？ 

 (A)嗜中性球（neutrophils）     (B)嗜酸性球（eosinophils） 

 (C)肥大細胞（mast cells）      (D) B 淋巴球（B lymphocytes） 

6.下列有關腎元的敘述，何者錯誤？ 

 (A)由腎小體（renal corpuscle）及腎小管組成   (B)為製造尿液的基本構造及功能單位 

 (C)近髓質腎元的數量約為皮質腎元的七倍     (D)近髓質腎元濃縮尿液的功能較皮質腎元強 

7.有關舉重選手之肌肉訓練，最需增強那一類肌纖維的功能？  

 (A)氧化型快肌纖維（fast oxidative fiber）   (B)糖解型快肌纖維（fast glycolytic fiber）  

 (C)氧化型慢肌纖維（slow oxidative fiber）  (D)糖解型慢肌纖維（slow glycolytic fiber）  

8.轉移痛與下列何者最相關？ (A)肢體痛  (B)偏頭痛  (C)截肢痛  (D)內臟痛 

9.下視丘之神經核中，何者與晝夜節律有關？ (A)視上核  (B)後核  (C)視交叉上核  (D)視旁核 

10.小隱靜脈收集小腿淺層靜脈血液並注入：(A)股靜脈  (B)膕靜脈  (C)脛前靜脈  (D)脛後靜脈 

11.腎動脈是下列何者的分支？ (A)腹主動脈 (B)腹腔動脈幹 (C)腸繫膜上動脈 (D)腸繫膜下動脈  

12.聲帶延伸於甲狀軟骨與下列何者之間？  

 (A)會厭軟骨（epiglottis）        (B)小角狀軟骨（corniculate cartilage）  

 (C)環狀軟骨（cricoid cartilage）   (D)杓狀軟骨（arytenoid cartilage）  

13.膝反射是透過下列何者傳導？(A)頸神經叢 (B)臂神經叢 (C)腰神經叢 (D)薦神經叢 

14.上矢狀竇位於下列何處？(A)硬腦膜 (B)蜘蛛膜 (C)蜘蛛膜下腔 (D)軟腦膜 

15.庫佛氏細胞（Kupffer's cell）位於肝小葉的何處？ 

 (A)中央靜脈  (B)肝動脈  (C)肝門靜脈  (D)竇狀隙 

16.下列那一構造發生腫瘤時，經常會壓迫到顏面神經？ 

 (A)耳下腺  (B)頷下腺  (C)舌下腺  (D)腭扁桃腺 

17.成人正常耗氧量每分鐘約為多少ml/min？ (A)25000  (B)2500  (C)250  (D)25  

18.有關每天進入消化道的液體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每天喝入的水分約1200 ml    (B)唾液分泌每天約150 ml  

 (C)胃液分泌每天約2000 ml      (D)膽汁分泌每天約500 ml  

19.媽媽切菜時不慎切到手，食指流血劇烈疼痛，其產生痛覺的傳導路徑，下列何者錯誤？  

 (A)經由Aδ型與C型神經纖維傳導   (B)初級感覺神經傳入脊髓前角  

 (C)次級感覺神經於脊髓交叉       (D)其傳導係經由外側脊髓視丘路徑  

20.關於突觸電位（synaptic potential）的特性，下列何者錯誤？  

 (A)刺激需達到閾值方可發生     (B)不遵守全或無定律  

 (C)可產生加成作用             (D)無不反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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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餵食母乳可抑制排卵乃自然避孕法，這是經由下列何者所致？ 

 (A)鬆弛素（relaxin） (B)泌乳素（prolactin） (C)催產素（oxytocin） (D)前列腺素（prostaglandin） 

22.根據 ABO 系統，血型 AB 型的病人是全能受血者，是因為其血漿中： 

 (A)只有抗 A 抗體  (B)只有抗 B 抗體  (C)同時有抗 A 與抗 B 抗體  (D)缺乏抗 A 與抗 B 抗體 

23.下列何者可使足底內翻（invert）？  (A)腓骨短肌  (B)腓骨長肌  (C)腓腸肌  (D)脛骨前肌 

24.眼球的血管是下列何者的分枝？  (A)顏面動脈  (B)頸內動脈  (C)鎖骨下動脈  (D)椎動脈 

25.下列那一種激素屬於類固醇激素（steroid hormones）？  

 (A)甲狀腺素（thyroxine） (B)動情素（estrogen） (C)甲促素（TSH） (D)甲釋素（TRH） 

26.視覺最敏銳的地方是：(A)視盤  (B)黃斑  (C)虹膜  (D)瞳孔 

27.在正常生理情況下，自主神經主要作用於下列何種組織而影響心跳速率？  

 (A)竇房結（SA node） (B)房室結（AV node） (C)希氏束（bundle of His） (D)浦金森纖維（Purkinje fibers）  

28.與血漿的內容物相比較，正常人鮑氏囊（Bowman’s capsule）中的濾液組成，下列何者正確？  

 (A)有較高的紅血球數目 (B)有較低的鈉離子含量 (C)有較低的球蛋白含量 (D)有較高的淋巴球數目  

29.下列那一荷爾蒙能促進胃排空速率？ 

 (A)胰泌素（secretin）             (B)胃泌素（gastrin） 

 (C)膽囊收縮素（cholecystokinin）   (D)抑胃胜肽（gastric inhibitory peptide） 

30.在小腸上皮細胞吸收葡萄糖時最常伴隨的離子為下列何者？(A)鈉  (B)鉀  (C)氫  (D)亞鈷 

31.缺氧引起之肺血管收縮是為了： 

 (A)改善通氣／血流比  (B)增加分流量 (C)減少無效腔  (D)增加通氣量 

32.下列何者會降低氣體擴散穿過肺泡交換膜的能力？ 

 (A)肺泡交換膜兩側的分壓差增加 (B)肺泡交換膜的表面積增加 

 (C)氣體的溶解度增加 (D)氣體的分子量增加 

33.下列何種病菌與慢性胃炎及消化性潰瘍較有密切相關？  

 (A)幽門桿菌  (B)綠膿桿菌   (C)變形桿菌   (D)克雷白氏桿菌  

34.魏耳孝氏結節（Virchow node）是指上鎖骨淋巴結發生：  

 (A)惡性淋巴瘤  (B)胃癌細胞轉移   (C)急性發炎  (D)萎縮  

35.一位37歲男性，因機車車禍造成右大腿骨折住院開刀矯正，住院後第二天突然發生呼吸急促（tachypnea）、 

 呼吸困難（dyspnea）、躁動不安（irritability）和意識模糊。下列何者是病人臨床表現的最可能原因？  

 (A)脂肪栓塞（fat embolism）                (B)氣體栓塞（air embolism）  

 (C)動脈血栓栓塞（arterial thromboembolism）  (D)深部靜脈栓塞（deep venous thrombosis）  

36.下列何者為良性腫瘤？ 

 (A)白血病（leukemia） (B)淋巴瘤（lymphoma） (C)黑色素瘤（melanoma） (D)脂肪瘤（lipoma）  

37.下列何者最不易造成肝硬化？ 

 (A)病毒性肝炎  (B)血色素沈著症  (C)硬化性膽管炎  (D)雷氏症候群（Reye’s syndrome） 

38.有關 Hirschsprung 疾病，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主要是某一段大腸的黏膜下及肌肉層的神經節細胞（ganglion）發育有問題 

 (B)又稱巨結腸症（megacolon） 

 (C)被影響到的那一段大腸呈顯著的擴大 

 (D)男生發生的比例高於女生 

39.下列何者為腦部血管最常見之動脈瘤？  

 (A)漿果狀動脈瘤（berry aneurysm）   (B)梭狀動脈瘤（fusiform aneurysm）  

 (C)囊狀動脈瘤（cystic aneurysm）     (D)夾層性動脈瘤（dissecting aneurysm）  

40.下列何者目前被標靶治療（targeted therapy）最常當作藥物攻擊的對象？ 

 (A)ABL  (B)NF-1  (C)RB  (D)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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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有關梅毒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是一種螺旋狀革蘭氏陽性細菌所引起   (B)硬性下疳屬於第一期梅毒 

 (C)扁平濕疣屬於第二期梅毒             (D)神經梅毒屬於第三期梅毒 

42.痲瘋病是由那一類病原體所引起？ (A)細菌  (B)病毒  (C)披衣菌  (D)寄生蟲  

43.有關於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和克隆氏病（Crohn’s disease）的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潰瘍性結腸炎多呈跳躍式病灶    (B)肉芽腫較常見於潰瘍性結腸炎  

 (C)克隆氏病較易產生瘻管          (D)克隆氏病只侷限發生於大腸  

44.下列何種肝炎病毒，最常藉由垂直傳染的方式，由母親傳染給嬰兒？  

 (A)A型  (B)B型  (C)C型  (D)D型  

45.當雙側尿路不完全阻塞時，常會造成何種臨床表現？ 

 (A)少尿（oligouria）  (B)多尿（polyuria）  (C)血尿（hematuria）  (D)蛋白尿（proteinuria） 

46.下列何種甲狀腺癌最常見於曾經照射過放射線的甲狀腺？ 

 (A)乳突性癌（papillary carcinoma）   (B)濾泡性癌（follicular carcinoma） 

 (C)髓質癌（medullary carcinoma）    (D)未分化癌（anaplastic carcinoma） 

47.下列何者的臨床症狀因醛固酮過多而造成低血鉀症？ 

 (A)庫欣氏症（Cushing syndrome） (B)孔恩氏症（Conn syndrome） 

 (C)愛迪生氏症（Addison disease） (D)嗜鉻細胞瘤（pheochromocytoma） 

48.一位 18 歲男性病人右膝疼痛，影像醫學檢查發現右側股骨骺端有一個界線不清楚的溶骨性病灶，且在骨膜 

 上有柯德曼三角形（Codman triangle）的特徵。切片下顯示有許多過染性（hyperchromatic）， 非典型的紡錘狀

（spindle）細胞增生，偶爾可見有類骨質（osteoid）的基質和有絲分裂。它最有可能是何種腫瘤？ 

 (A)軟骨瘤（chondroma）               (B)骨肉瘤（osteosarcoma） 

 (C)多發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D)尤汶氏肉瘤（Ewing sarcoma） 

49.下列何種藥物與terfenadine併服，會產生心律不整的副作用？  

 (A)Tetracycline  (B)Cephalexin  (C)Erythromycin  (D)Ampicillin  

50.下列何種藥物可能引起乳酸血症？  

 (A)Metformin  (B)Rosiglitazone  (C)Repaglinide  (D)Acarbose  

51.下列何種藥物對於尼古丁及蕈毒鹼受體（muscarinic receptor）皆有作用，臨床上通常局部使用於眼睛製 

 劑？ (A)Atropine  (B)Carbachol  (C)Acetylcholine  (D)Bethanechol  

52.Carbidopa 治療帕金森氏症的主要目的為何？  

 (A)抑制周邊decarboxylase的活性   (B)會通過血腦屏障，進入腦部合成多巴胺  

 (C)會拮抗體內自由基的產生       (D)會抑制多巴胺的回收  

53.下列何種降血脂藥物會阻礙腸胃道吸收脂溶性維生素（A、D、E、K）？ 

 (A) lovastatin  (B) colestipol  (C) niacin  (D) gemfibrozil 

54.下列何種藥物具有預防高山症的功效？ 

 (A)硝基甘油（nitroglycerin）                       (B)碳酸酐酶抑制劑（carbonic anhydrase inhibitor） 

 (C)乙醯膽鹼酶抑制劑（acetylcholine esterase inhibitor） (D)口服抗凝血藥 warfarin 

55.下列何者不具促進排卵之作用？  

 (A)Clomiphene  (B)Bromocriptine  (C)Mifepristone（RU486） (D)Menotropin（HMG）  

56.下列何種心律不整藥物不宜口服？  

 (A)Digitalis  (B)Quinidine  (C)Amiodarone  (D)Lidocaine  

57.有關Misoprostol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為人工合成的prostaglandin E
1
之同類物   (B)臨床上常與mifepristone（RU-486）併用 

 (C)直接作用於子宮肌肉                  (D)無法抑制胃酸的分泌 

58.使用下列何種藥物造成胃腸潰瘍的傷害最小？  

 (A)Naproxen  (B)Celecoxib  (C)Diclofenac  (D)Ibuprofen  

59.下列藥物中，何者之作用標的（drug target）位於細胞質？  

 (A)famotidine  (B)montelukast  (C)zileuton  (D)omeprazole  

60.有關 misoprostol 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是prostaglandin E
2
的結構相似物    (B)可以活化prostaglandin E

2
受體  

 (C)可增加胃的壁細胞內cGMP含量    (D)對消化性潰瘍的療效優於質子幫浦（proton pump）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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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下列 aminoglycosides 類抗生素中，何者因腎毒性太大，僅適合表面塗抹治療皮膚感染，或是口服後殺 

 死腸道內細菌做為腸道手術前準備用藥？ 

 (A)Streptomycin  (B) Neomycin  (C)Amikacin  (D) Tobramycin 

62.下列何種抗生素可抑制癌細胞增生而具抗癌作用？ 

 (A)Methicillin  (B)Doxorubicin  (C) Streptomycin  (D) Ciprofloxacin  

63.Ondansetron 之臨床適應症為： 

(A)細菌性下痢                    (B)腹瀉型腸躁症 

(C)化療（chemotherapy）引起之嘔吐  (D)胃食道逆流症（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64.下列何種藥物作用不會增加體重？(A)Glyburide  (B) Repaglinide  (C) Pioglitazone  (D) Metformin 

65.肺炎雙球菌的毒力，與此細菌之何種結構有關？(A)莢膜  (B)細胞壁  (C)細胞質  (D)壁酸（teichoic acid）  

66.美國 911 事件後發生信件郵包具有感染性的粉狀物質，此具感染性物質是下列何者？  

 (A)芽孢  (B)莢膜  (C)質體  (D)細菌的營養體  

67. 肺炎鏈球菌引起的肺炎（streptococcal pneumonia），病患通常會有什麼顏色的痰？  

 (A)粉紅色  (B)綠色  (C)鐵鏽色  (D)黃色  

68.血液中下列那一類白血球數目最多？  

 (A)嗜中性球（neutrophil）  (B)嗜酸性球（eosinophil）  (C)嗜鹼性球（basophil）  (D)單核球（monocyte）  

69.下列那一種寄生蟲之成蟲可以寄生於人體肺臟而造成咳血現象？ 

 (A)衛氏肺吸蟲（Paragonimus westermani）  (B)中華肝吸蟲（Clonorchis sinensis） 

 (C)牛羊肝吸蟲（Fasciola hepatica）        (D)布氏薑片蟲（Fasciolopsis buski） 

70.流行性感冒是全世界最盛行的病毒感染之一，而 A 型流行性感冒病毒（influenza A virus）之所以造成全 

 世界大流行（pandemic）的主要原因為何？ 

 (A)病毒複製極為迅速         (B)病毒具有套膜（envelope），極為穩定，不易為一般消毒劑殺死 

 (C)病毒的 HA 或 NA 抗原發生不連續變異（antigenic shift）   (D)病毒極易釋出毒素殺死宿主細胞 

71.下列何者擔任先天性免疫作用，在對抗感染時扮演第一線的角色？  

 (A)毒殺性T細胞（T
C
） (B)輔助性T細胞（T

H
） (C)吞噬細胞  (D)B淋巴細胞 

72.下列何者可以通過胎盤提供新生兒被動免疫？(A)IgM (B)IgG (C)毒殺性 T 細胞（T
C
） (D)自然殺手細胞 

73.有關沙門氏菌（Salmonella）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在已開發國家是由食物引起之腹瀉的主要病菌之一   (B)幾乎都是藉污染的食物或飲料經口造成感染 

 (C)人畜共通的疾病     (D)一旦感染，必定造成菌血症 

74.結核菌素（tuberculin）皮膚試驗的陽性反應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有T淋巴細胞的參與       (B)屬於體液性免疫力 

 (C)是第一型即發性過敏反應   (D)組織反應以嗜中性球的浸潤為主 

75.Fas或FasL缺乏，可能引起下列何種情況？  

 (A)第一型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體的表現缺失    (B)B細胞只會產生IgM，無法分化產生其他類型抗體  

 (C)淋巴細胞較不易進行細胞凋亡（apoptosis）   (D)無法產生Th1形式的免疫反應  

76.透過下列那種細胞來呈現抗原，可以誘發最強的後天性免疫反應？  

 (A)嗜鹼性白血球（basophil） (B)表皮細胞（epithelial cell） (C)CD4 T細胞  (D)樹狀突細胞（dendritic cell）  

77.奈瑟球菌（Neisseria spp.）具有菌毛（pilus）構造，其主要由何種蛋白質構成？ 

(A)鞭毛蛋白（flagellin） (B)混濁蛋白質（Opa protein） (C)菌毛蛋白（pilin） (D)黏蛋白酶（mucinase） 

78.立克次體菌（Rickettsia spp.）、歐立區菌（Ehrlichia spp.）和科克斯菌（Coxiella spp.）只能在真核細胞的  

 何處中生長？ (A)細胞質  (B)細胞核  (C)細胞膜  (D)細胞壁 

79.所謂的垂直感染，是指由母親傳給胎兒，其中最主要之一是病毒透過胎盤直接傳染胎兒。下列何種病毒 

 可經由此途徑傳染？ 

 (A)德國麻疹病毒（rubella virus）      (B)麻疹病毒（measles  virus） 

 (C)人類乳頭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    (D)牛痘病毒（vaccinia  virus） 

80.病毒感染是藉由病毒套膜的糖蛋白 VAP 和細胞受器（receptor）結合而決定其感染細胞的專一性。 

 下列何者是錯誤的結合？ 

 (A)EB 病毒（Epstein-Barr virus）的 gp350、gp220 和 B 細胞上的 C3 補體受器 

 (B)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的 gp120 和輔助型 T 細胞上的 CD4 分子趨化激素共同受器 

 (C)狂犬病病毒（Rabies virus）的 G 蛋白質和紅血球上的紅細胞 P 抗原 

 (D) A 型流行感冒病毒（Influenza A virus）的 HA 蛋白和上皮細胞的唾液酸（sialic acid）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