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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依據統計數據顯示，下列那一種腦瘤的預後最差？ 

 (A)腦膜瘤（meningioma） (B)腦下垂體腺瘤（pituitary adenoma） 

 (C)多形性神經膠母細胞瘤（glioblastoma multiforme） (D)神經瘤（neuroma） 

解析:課本 17-88 多形性神經膠母細胞瘤，極惡性，又稱星狀細胞瘤，預後最差。 

B2.王小姐因高速撞擊造成頸椎第 3~4 節不完全性受傷，醫師使用連頭圈式背夾（Halo vest）固定，下列護理指導何

者正確？ (A)骨釘螺絲處要用優碘消毒 (B)轉身時應全身一起轉而不是只轉頭 

 (C)一定要臥床休息不可以下床 (D)站著或坐著時可以將背夾（vest）打開調整 

解析:課本 17-175 連頭圈式背夾（Halo vest）:常用於頸椎與高位胸椎受傷的病人，骨釘穿刺部位必須剃雉，然後用消

毒溶液消毒。清潔時病人必須躺在床上，站立或坐著時絕對不可將背夾打開，避免彎腰轉身時應全身一起轉，而不是

指轉頭部。 

D3.有關尿崩症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 尿比重大於1.030 (B)尿量少、血漿滲透壓下降 (C)有全身水腫現象 (D)因抗利尿激素分泌不足導致 

解析:課本12-23~12-25(A)尿比重<1.005 (B)每日尿量可達18公升，尿液滲透壓<100mOsm/L，血液滲透壓上升、血鈉上

升(C)排出量遠大於輸入量而出現脫水情形。 

B4.有關病人使用枴杖上樓梯的護理指導，下列何者正確？  

 (A)患肢和枴杖先上樓梯，健肢再跟上(B)健肢先上樓梯，枴杖和患肢再一起上樓梯 

 (C)枴杖先上樓梯，健肢和患肢再跟上(D)健肢和枴杖先上樓梯，患肢再跟上 

解析:課本18-34 上樓:艦隻先上，而後患肢與拐杖同時在上；下樓:患肢與拐杖先下，然後健肢再上。坐姿變站姿:用患

側手同時握住兩個拐杖，再用健側手撐起身體；站姿變坐姿:用健側手同時握住兩個拐杖，再用患側手至於床面或扶

手上撐住身體慢慢坐下。 

C5.有關譫妄之護理措施，下列何者錯誤？ 

(A) 促進定向感 (B)控制疼痛 (C)使用物理性約束 (D)建立信任關係 

解析:精神課本 529 預防幻覺、錯覺而導致意外事件，提供安全、安靜、舒適以及具熟悉明確訊息之治療環境。注意

營養狀況，固定的照顧人員及生活常規，症狀緩解時，可用心理支持、關懷、現實導向等非藥物之方法處理。 

A6.消化性潰瘍手術後的併發症，下列何者最不常見？ 

(A) 便秘 (B)胃內出血 (C)邊緣復發性潰瘍 (D)傾倒症候群 

解析:課本 11-83 胃部手術常見合併症:急性胃膨脹、腹瀉或胃部鬱積、邊緣性潰瘍、膽汁逆流性胃炎、傾倒症候群、

環狀症候群、營養問題、縫合處滲漏。 

A7.有關泛發性（強直－陣攣性）抽搐發作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陣攣期（clonic phase）通常會有大小便失禁

及咬住嘴巴內側的情形  (B)大發作通常會持續5～10分鐘，接著會有約30分鐘至數小時的睡眠  (C)發作過程即是所

謂 

 的「賈克森氏行進」（Jacksonian march） (D)發作前，病人一側視野會出現明亮的閃光 

解析:課本17-109(B)強直期10~15秒、陣攣期30秒至2~5分鐘(C)賈克森氏行進為單純性部分發作，以手指不自主抽動開

始，進而擴散至整個手臂，甚至同側身體。 

D8.巴金森氏症病人使用多巴胺藥物治療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Sinemet無法通過血腦障壁（BBB） (B)併用Vit. B6可增加藥物效果 

 (C)併用高蛋白飲食可減少藥物副作用  (D)副作用為憂鬱、姿位性低血壓 

解析:課本17-138~139(A) Sinemet(levodopa-carbidopa)前驅物levodopa可直接通過BBB進入基底核，在由腦內的多巴脫

梭酶轉化為dopamine可還解僵硬及運動緩慢(B)不宜並用Vit. B6，因Vit. B6可增加周邊脫梭酶的活性，將levodopa在周

邊組織轉變為dopamine，促進入中樞的levodopa減少，而降低療效(C)課本17-142酒精與高蛋白飲食，均會降低

levodopa的療效。 

A9.與失語症病人的溝通原則，下列何者正確？①面對病人 ②提高音量、音調 ③配合圖片、手勢 ④使用多重選擇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解析：課本 17-79 

已成人方式與個案說話，態度溫和、不慌張、有耐心，內容簡單且具體，避免開放式問句或抽象字眼。說話速度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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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發音清晰並降低聲調、用平常的音量(物大聲叫喊)，可併用手勢、身體姿勢、字卡、圖片來增加溝通效率。 

C10.有關阿茲海默氏症病人之護理措施，下列何者正確？ 

 (A)教導病人只要按時服藥，疾病應可逐漸治癒   (B)鼓勵病人晚餐後，應多攝取水分以促進排便 

 (C)在安全情況下，鼓勵病人自己操作日常生活活動，以提振其自尊 

 (D)協助晚期病人使用導尿管，以解決尿失禁問題 

解析：課本 17-147 

阿茲海默氏症目前仍無有效的治療方法可以使已死亡的腦細胞再生或恢復功能，主要著重於治療病因、延緩病程進展

及改善精神症狀。 

在疾病末期患者會出現大小便失禁，維持清潔衛生，身體護理為照護的重點，有尿失禁情形時，可穿著尿褲或使用尿

套，避免使用導尿管，以免引發泌尿道感染的問題，可定時提醒如廁，晚餐後避免攝取過多水分，以免尿床。 

B11.有關預防傾倒症候群之護理指導，下列何者正確？ ①採取少量多餐 ②採高脂肪、高蛋白、低醣飲食 ③用餐時

可 

 多進食液體食物 ④用餐時可採半坐臥姿勢，進食後則躺下休息(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課本 11-84 

預防發生傾倒症候群：(1)少量多餐、細嚼慢嚥，進食初期應避免高脂肪食物，應給予質地柔軟及高營養價值的食

物，如高蛋白、中量脂肪及低碳水化合物，食用含水份較低的食物，以延緩胃排空速度及預防血糖急遽變化。(2)避

免食用刺激性食物(咖啡、濃茶會刺激胃酸分泌)、太熱、太冷(刺激腸蠕動)、太鹹(造成腸腔高滲透性)或高濃縮性碳水

化合物(胃排空速度增加)。(3)避免在用餐時飲水或喝湯，補充水分宜在兩餐之間。液體食物應與固體食物相隔半小時

至一小時。(4)在輕鬆氣氛中進食，進食時採半坐臥姿勢，進食後躺下休息 15~30 分鐘。(5)進食後應避免食用甜點，

以免引發晚期性傾倒症候群。 

C12.有關肝硬化造成腹水的機轉，下列何者錯誤？ 

 (A)門脈高壓   (B)留鹽激素增加  (C)膠質滲透壓增加  (D)血清蛋白減少 

解析：課本 11-141 

腹水生理病理機轉：(1)白蛋白減少：因合成白蛋白能力下降，使得血管內膠體滲透壓下降，水分即由血管中轉移至

腹腔，而加重腹水的形成，甚至周邊水腫。(2)門脈高壓：肝硬化造成門靜脈血流受阻導致門脈壓力增加，使得血管

的靜水壓增加，而導致血管內之水分轉移至腹腔內。(3)醛固酮增加：肝硬化造成肝臟無法代謝醛固酮，使得鈉離子

即水分滯留在體內。 

情況：柯太太因末期腎疾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 ESRD）而住院，被告知需接受透析治療。依此回答下列第13題

至第14題。 

D13.柯太太正面臨接受血液透析（HD）與持續可攜帶式腹膜透析（CAPD）治療的選擇，護理師對這兩項透析治療

的解釋，下列何者錯誤？  

 (A)HD透析當中，易有噁心、嘔吐、低血壓不平衡症候群   (B)對血壓的影響，HD較CAPD為大 

 (C)CAPD需擔負較多的自我照顧活動     (D)CAPD治療需要較嚴格的飲食控制 

解析：課本 15-122 

 血液透析 腹膜透析 

速度 快速，每次約需 4小時 緩慢，起初需每小時運作，之後為間接性或持

續性運作 

血管通路 需要 不需要，但須於腹腔內植入導管 

優點 1 可快速移除體業、尿素、肌酸酐 

2 有效的移除鉀離子 

3 蛋白質流失較少 

4 血清三酸甘油脂較低 

1 合併政教血液透析少，如較少出現低血壓或

不平衡症候群 

2 透析設備可攜帶 

3 飲食限制較少 

4 可用於有血管通路問題患者身上 

5 較少侵犯心臟血管系統 

6 可於家中執行，自我掌控與安排 

7 不須扎針，減少血液感染 

8 貧血情形較不嚴重 

9 維持較久的殘餘腎功能 

缺點 1 血管通路問題 

2 飲食上限制較多 

3 透析中出現不平衡症候群及低血壓 

4 增加血液流失的機會 

5 須於醫院中執行 

1 易致腹膜炎 

2 蛋白質流失較多，導致負氮平衡 

3 插管處易感染 

4 高血糖 

5 加重高血脂(如三酸甘油脂增加) 

6 腹部手術或創傷者無法以此方式透析 

7 對小分子的清除率較血液透析差 

8 須遵照每日透析時間表，自行做 4~5次的換

液 

D14.柯太太為做 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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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摸到血流雜聲，表此處凝血，應速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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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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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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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課本 15-126 

1.有血管通路的肢體宜避免下列事項：量血壓、穿刺、抽血、靜脈注射、衣袖過緊、戴手錶、帶飾物、提重物、枕在

頭下。 

2.每日檢查血管通路功能，輕觸動靜瘻管部位有震顫感及以聽診器聽到嘈音，表示血流暢通，若發現震顫感與血流的

雜音減弱或消失，應盡速就醫。 

A15.有關腎上腺皮質功能低下之臨床表徵，下列何者錯誤？  

 (A)血壓升高   (B)皮膚色素沉著   (C)體重減輕   (D)食慾不振 

解析：課本 12-67 

原發性腎上腺皮質功能低下又稱愛迪生氏症。臨床表徵低血壓、高血鉀、低血鈉、低血糖、雄性素不足、軟弱無力、

疲倦、厭食、皮膚和黏膜素色沉著、古銅膚色。 

A16.凱格爾氏運動（Kegel’s exercises）有助於改善下列何種尿失禁？  

 (A)壓力性   (B)急迫性   (C)溢流性   (D)功能性 

解析：課本 15-67 尿失禁護理指導 

壓力性尿失禁 1.骨盆底肌肉運動(如凱格爾氏運動)。2.避免會增加負壓的活動，如大笑、提重物、爬山、用力解便，

若不可避免應事先準備護墊，以維持乾爽的狀態。3.若體重過重應接受飲食治療，適當減重，減輕腹壓。 

急迫性尿失禁 1.避免食用酒精、咖啡、茶等會對膀胱造成刺激的食物。2.指導並協助完成膀胱訓練計畫，以增加膀胱

容積及排尿間隔時間，直到尿失禁的次數減少或消失。 

滿溢性尿失禁 1.教導刺激反射性排尿的技巧，每 3~4 小時誘尿一次。2.指導重複排尿法：排空膀胱後再行第二次膀胱

的排空，可協助促進膀胱收縮。(3)增加腹內壓：如克萊台氏法，以手向下壓迫膀胱部位，以促使膀胱排空。 

功能性尿失禁 1.增加照顧者的協助、床邊放置尿桶、穿著易脫的衣服，或定時提醒如廁。2.評估環境有無干擾如廁的

障礙。 

(C)17.有關食道癌之臨床表徵，下列何者最不相關？ 

 (A)吞嚥困難   (B)聲音沙啞   (C)頭暈目眩   (D)咳嗽、分泌物增加 

解析:課本上冊 p.1154 

食道癌大多是鱗狀上皮細胞癌，好發於食道中段及下三分之一，漸進式吞嚥困難是典型症狀，吞嚥疼痛是後期症

狀，若發生於食道上三分之一，則會有喉嚨痛、聲音嘶啞；若發生在中段及下分之一可能會有胸灼熱感、咽喉異常

感、胸骨下異物感。 

 

(D)18.胃酸分泌主要受到下列何者的控制？①sympathetic stimulation ②parasympathetic stimulation③histamine-2  

receptor blocker ④serotonin ⑤gastrin(A)①③⑤ (B)②③④ (C)①④⑤ (D)②③⑤ 

解析:課本上冊 p.11-7、11-8 

胃的分泌受神經及激素調節，(1)頭期:又稱反應期，看到或聞到食物，大腦皮質或下視丘會將神經衝動傳到延腦，

引發迷走神經刺激胃酸大量分泌。(2)胃期:食物進入胃後，迷走神經促使壁細胞分泌鹽酸及 G 細胞分泌胃泌素，導

致更多胃酸分泌。部分分解的蛋白質、組織胺、胰島素、糖皮質類固醇等，皆會促使胃酸分泌。 

 

(B)19.護理師聽到重症肌無力病人的下列何項主訴時，應立即處理並通知醫師？  

(A)我的手舉不起來   (B)我覺得吞嚥很困難   (C)我眼睛張不大開  (D)我一直想拉肚子 

解析:課本下冊p.17-128、17-129 

重症肌無力為一種慢性、進展性疾病，特徵為骨骼肌軟弱無力，當休息一段時間或給予抗膽鹼酯酶藥物後，肌肉力

量會出現戲劇性的改善。最常侵犯眼肌、顏面肌肉、咽喉肌及呼吸肌，病變主要發生在神經及肉接合處，接合處的

乙醯膽鹼受體的量減少。若臉部肌肉受到侵犯後會無法咀嚼、吞口水，易造成吸入性肺炎。 

 

(A)20.一肺癌病人目前使用嗎啡控制疼痛，下列何種症狀顯示已產生副作用？ 

 (A)呼吸抑制   (B)頻尿   (C)腹瀉  (D)皮膚搔癢 

解析:課本上冊p.3-33 

嗎啡副作用:(1)鎮靜作用:最常於投藥數天或增加劑量時，病人呈現嗜睡、意識迷糊，通常很快出現耐受性。(2)呼吸

抑制:可給予解毒劑Naloxone拮抗。(3)噁心、嘔吐(4)便祕(5)解尿困難 

 

(B)21.有關鼻竇炎病人手術後的立即護理措施，下列何者錯誤？ 

 (A)鼻部使用冰敷   (B)採用平臥姿勢   (C)注意口腔衛生   (D)教導由口呼吸 

解析:課本下冊p.19-86 

鼻部手術術後護理:(1)術後冰敷患側24小時，以止血、消腫及減輕疼痛。(2)抬高床頭，採半坐臥姿勢，以減輕局部

腫脹並促進引流。(3)因術中會吞入血液，告知病患術後1-2天解黑便為正常現象。(4)術後下床時，需先做於床上

5~10分鐘。(5)教導由口呼吸，注意口腔衛生。若乾燥時，嘴唇可塗抹油性物或濕紗布蓋住。(6)術後2周內避免用過

熱的水洗臉、洗澡，洗頭避免彎腰低頭，及勿做劇烈運動。(7)3個月內不可游泳。 

 

(A)22.有關聽力喪失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任內氏試驗結果為 AC＜BC，屬於傳導性聽覺喪失  (B)韋伯氏試

驗 

時，患耳聽到較大的聲音強度，屬於感覺神經性聽覺喪失   (C)藥物毒性會造成傳導性聽覺喪失   (D)使用助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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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可完全改善病人與他人溝通的品質 

解析:課本下冊 p.19-75 

原因及檢查 傳導性聽力喪失 感覺性聽力喪失 

可能的原因 外耳閉鎖、耳垢過多或異物阻塞、

鼓膜穿孔、中耳炎、耳硬化症 

噪音誘發性或職業性聽力喪失、藥

物毒性、耳蝸受損、美尼爾氏症、

內耳迷路炎、聽神經瘤 

講話聲 輕柔 大聲 

在噪音中聽力 佳 差 

檢耳鏡發現 外耳道堵塞、鼓膜不正常 外耳道及鼓膜正常 

任內試驗 空氣傳導時間(AC)<骨傳導時間

(BC) 

空氣傳導時間(AC)>骨傳導時間

(BC) 

韋伯試驗 患耳聽到較大聲音 健耳聽見較大聲音 

 

(D)23.治療骨質疏鬆症的藥物及其主要作用，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降鈣素（Calcitonin）可抑制骨量流失        (B)副甲狀腺素可增加成骨細胞的數目及活性 

 (C)氟化鈉（sodium fluoride）可促進骨骼形成    (D)雙磷酸鹽類（biophosphonates）能刺激成骨細胞的成熟 

解析:課本下冊p.18-115、內外捷徑p.761 

(A)降鈣素:可抑制蝕骨細胞，減少骨骼流失。 

(B)副甲狀腺素:可調節鈣離子平衡，促進骨代謝，增加腎臟對鈣的再吸收，並促進小腸對鈣的吸收。副甲狀腺功能

亢進會導致蝕骨細胞活力增加，加速骨質疏鬆。 

(C)氟化物可促進骨形成作用，使骨密度增加。 

(D)雙磷酸鹽類:可抑制蝕骨細胞活性，進而減少骨再吸收，為低密度骨質或脊椎骨折的停經婦女的首選藥物。 

(A)24.有關譫妄（delirium）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通常是快速、急性發作  (B)好發於中年女性   (C)是一種不可逆現象   (D)病人有舉名不能（anomia）問題 

解析:課本下冊p.17-56 

瞻妄：失去定向力；記憶力及判斷力差；無法集中精神；焦躁不安；出現視、聽幻覺。夜間症狀比 

白天嚴重，白天嗜睡，晚上睡不著。通常是快速、急性發作，為可逆現象。幼兒及老人較多見。 

 

A25.有關美尼爾氏症候群（Meniere’s Syndrome）病理機轉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內淋巴液增加   (B)內淋巴液減少   (C)外淋巴液增加   (D)外淋巴液減少 

解析： 

課本 p.19-71 

美尼爾氏症：內耳迷路內淋巴液吸收不良，造成耳內液不平衡的內耳疾病，又稱為內淋巴水腫。 

 

B26.有關視網膜剝離手術病人之出院前護理指導，下列何者錯誤？ 

 (A)出院後需複診直到視力穩定為止   (B)術後若視力改變，建議手術後 1 個月內更換眼鏡度數 

 (C)就寢應戴護目眼罩，白天外出應戴保護性眼鏡  (D)手術後 6 個月內應避免從事劇烈活動 

解析： 

課本 p.19-50 

B.術後近視及散光度數可能會改變，應於術後 3 個月再更換眼鏡。 

 

D27.有關病人接受經皮穿腔冠狀動脈血管成形術（PTCA）處置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術前須禁食6～8 小時   (B)術後須密切注意生命徵象變化 

 (C)術後須注意穿刺部位遠心端肢體之循環   (D)術後會立即拔除所有導管並在傷口加壓止血 

解析： 

課本 p.13-115 

手術期間全程使用 heparin，主要目的是抗凝血、防止血栓，因此術後會先評估凝血狀況，再拔管 

子。凝血狀況評估：heparin 停止 4 小時後抽血檢查活化凝血時間，<170 秒才可以拔除導管。 

 

D28.張先生，64 歲，因呼吸喘、下肢水腫至急診求治，診斷為心衰竭，病人出現下列那些表徵表示最可能有急性肺

水腫？①心搏過緩 ②高燒 ③端坐呼吸 ④帶有泡沫的痰(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 

課本 p.13-158 

左心室高壓，使肺充血與水腫，導致咳嗽、呼吸短促、呼吸困難、端坐呼吸、活動呼吸困難、夜間 

陣發性呼吸困難、陳施氏呼吸，乾咳或有帶泡沫的痰、囉音(rales)、喘鳴(wheeze)。 

 

C29.下列那兩種藥物合併治療慢性C型肝炎效果較好？①α干擾素 ② adefovir dipiroxi ③ lamivudine(Zeffix)④ 

ribavirin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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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課本 p.11-127 

慢性 C 型肝炎之治療：干擾素+Ribavirin 是目前標準治療模式。 

治療目標：達成持續病毒緩解，減少病患傳染性，減輕肝組織發炎反應，降低肝臟損傷。 

持續病毒緩解是指：治療停止 24 周後，病患血液以定性方法扔無法測得 HCV RNA(≦50 IU/mL) 

有 60%以上的持續病毒緩解，長效型干擾素一周注射一次(皮下)，Ribavirin 需每天口服。目前使用 

合併療法 6 個月~1 年。 

 

A30.食道癌快速轉移的原因，下列何者正確？  

 (A)食道黏膜層含有豐富淋巴管 (B)食道漿膜層含有豐富淋巴管(C)食道肌肉層分布豐富血管(D)食道上皮細胞較脆弱 

解析： 

課本 p.11-54 

食道沒有漿膜層可以限制癌細胞擴散，加上食道黏膜有豐富的淋巴，因此在疾病早期便會藉由淋巴 

結擴散，在確診時多已轉移，5 年存活率低。 

 

D31.有關助聽器使用的護理措施，下列何者錯誤？  

 (A)助聽器不使用時，應關掉電源，拿出電池   (B)助聽器無功能時，應檢查電線接頭是否鬆脫 

 (C)每日以溫和肥皂和清水洗助聽器耳塞       (D)調整音量至最大的聽力標準，增加效果 

解析： 

課本 p.19-78 

D.調整助聽器音量至最小聽力標準，可減少環境中噪音而增加病人對欲辨識聲音的接受、認知程度 

 

C32.為了預防膝上截肢病人產生殘肢近心端關節之屈曲攣縮，應建議病人多採下列何種姿勢？  

 (A)仰臥(B)半坐臥(C)俯臥(D)側臥 

解析： 

課本 p.18-61 

膝上截肢鼓勵每 3~4 小時俯臥 20~30 分鐘，以防髖關節攣縮。 

 
B33.下列何者是心臟移植後最常見的合併症？ 

 (A)酸鹼中毒   (B)排斥與感染   (C)心臟衰竭   (D)肺水腫 

解析：華杏內外課本 p.13-167 排斥與感染是心臟移植後最常見的合併症。 

B34.有關治療高血壓藥物血管升壓素轉換酶抑制劑（ACEI）的主要作用，下列何者正確？ 

 (A)抑制腎素轉換為血管收縮素 I    (B)抑制血管收縮素 I 轉換為血管收縮素 II 

 (C)抑制血管收縮素 II 轉換為血管收縮素 III   (D)抑制血管收縮素 III 轉換為腎素 

解析：華杏內外課本 p.13-55 血管收縮素轉換酶抑制劑（ACEI）作用為抑制血管收縮素Ⅰ 轉換為血管收縮素Ⅱ ，並

使緩激肽血中濃度上升，促進血管舒張，降低周邊血管阻力、降低後負荷。(A)腎素抑制劑作用為抑制腎素，阻斷血

管收縮素原轉換成血管收縮素Ⅰ。 

D35.有關傷口癒合過程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增生期是傷口癒合過程的第一步驟   (B)變異期會出現傷口上皮化 

 (C)炎症反應期會出現肉芽組織的增生   (D)傷口疤痕組織過度增生會產生蟹足腫 

解析：華杏內外課本p. 16-7(A)炎症反應期為癒合過程的第一步。(B)上皮化是指沿著皮膚的附屬物向傷口中心生長

的，會出現在增生期。(C)增生期會出現肉芽組織的增生 

A36.全身性紅斑性狼瘡（SLE）病人因關節僵硬而無法正常活動。下列護理措施，何者正確？  

 (A)鼓勵病人表達活動受限的感受，並了解干擾活動的因素 

 (B)教導病人使用輔具，但不宜進行關節ROM運動，以免疼痛加劇 

 (C)為了增加病人對環境的適應，居家環境不宜改變或調整    (D)限制病人執行獨立性活動 

解析：(B)華杏內外課本p.4-32每4小時提供未受侵犯之全關節運動(ROM)，以預防關節攣縮或僵硬。(C)可更改成適合

病人活動的環境。(D)華性內外捷徑p.22病人須了解自身的病況，自己決定和處裡任何情況，不須限制獨立性活動。 

D37.輸血時，病人出現發高燒、寒顫及呼吸困難等輸血反應，應立即執行之措施，下列何者正確？ 

 (A)呼叫病人的姓名以確認病人的意識狀況   (B)立即通知醫師給予抗組織胺藥物靜脈注射 

 (C)立即給予病人氧氣以協助減緩呼吸困難   (D)立即停止輸血 

解析：華杏內外科護理技術 p.362 若有輸血不良反應發生時應立刻停止輸，並以 0.9%生理食鹽水保持管路通暢，通

知其主治醫師，並與血庫聯繫，送回血品及輸血器，同時定期監測生命徵象及觀察尿液顏色及尿量變化，並確實記

錄。 

C38.電擊去顫術適用於下列何種心律不整？ 

 (A)心室撲動  (B)無脈搏的心室搏動過緩  (C)心室纖維顫動  (D)心室早期收縮 

解析：(A)華杏內外課本 p.13-84 臨床常見心律不整為心房撲動，以同步心臟電氣轉換術治療。(B)(C)華杏內外課本

p.13-98 去顫術常用於緊急處理致命性的心律不整(如心室纖維顫動、無脈搏的心室搏動過速)。(D)華杏內外課本 p.13-

88 心室早期收縮治療以藥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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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9.乳癌病人發生心包膜填塞的臨床表徵，下列何者錯誤？  

 (A)呼吸困難  (B)奇異脈（paradoxical pulse）  (C)心跳變慢   (D)頸靜脈怒張  

解析：華杏內外課本p.13-146 心包填塞臨床表徵主要有頸靜脈怒張、心音模糊低沉、動脈性低血壓合稱為貝克氏三

病徵，另有奇脈、心搏過速、呼吸困難、脈膊壓變窄、血壓下降。 

C40.有關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95%病人體內有費城染色體（Philadelphia chromosome）  (B)體內顆粒白血球增生 

 (C)體內血小板數目減少   (D)會引發脾腫大 

解析：華杏內外課本p.14-48 (A)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個案90~95%含有費城染色體，為診斷的重要依據。(B)慢性骨髓性

白血病會導致造血幹細胞異常增生，促使白血球過度增值而引發白血病。華杏內外課本p.14-43 (C)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血小板通常正常，甚至增加。(D)慢性骨髓性白血病臨床表徵有肝腫大、體重減輕。 

A41.執行輸血前，可用以沖洗輸血用管路之溶液，下列何者正確？ 

 (A)0.9%生理食鹽水 0.45%  (B) 生理食鹽水 5%  (C) 葡萄糖水 10%  (D) 葡萄糖水 

解析：華杏基本護理學三版下冊 p262，輸血前後宜使用 0.9 %生理食鹽水，不可用其他輸液，如: 5 %葡萄糖溶液會造

成溶血現象，林格氏液會使抗凝劑失效而導致血液凝集。 

C42.化學藥物治療的病人，出現輕微的口腔炎時，下列護理措施何者最適宜？ 

 (A)保持口腔乾燥，以避免刺激    (B)依醫囑禁食，等口腔粘膜癒合後再進食 

 (C)鼓勵進食非刺激性食物，用餐後清潔口腔   (D)建議多攝取高纖維飲食，以促進口腔粘膜的癒合 

解析：永大內外六版 p5-90，(A)應適時補充水分以維持口腔黏膜濕潤。(B.D)應依口腔黏膜狀況調整飲食，選擇溫和

不刺激之高蛋白、高熱量飲食。 

口腔黏膜炎預防：使用軟毛牙刷、溫和漱口水保持口腔濕潤（勿用含酒精成分）、若血小板低於 5 萬時勿使用牙線，

避免抽菸、喝酒嚼檳榔及刺激性食物。照護：口腔黏膜炎 1 級(勿使用電動牙刷)，2~3 級(不可戴活動假牙，直到症狀

改善) ，4 級(症狀緩解前，不使用牙刷、牙線並取下假牙，暫時勿由口進食) 。口腔炎合併症：感染(如念珠菌感染

可每 3~4 小時含漱 nystatin 300000U)，出血(可用冰水漱口)，口乾(人工唾液、嚼口香糖) 

B43.有關三度燒傷傷口的處置，下列何者錯誤？ (A)可用水療來除去壞死組織、減少菌落，避免感染   

 (B)可用生物敷料長期覆蓋傷口，保護皮膚並減輕疼痛感，不需要進行植皮手術 

 (C)無法自行脫落或感染的壞死組織，可用擴創術來移除 

 (D)當環狀肢體因燒傷焦痂限制血液循環時，則須做焦痂切開術，避免組織缺血造成壞死 

解析：永大內外六版 p16-57，(B)三度燒傷不會自行癒合，需做擴創術及皮膚移植手術來修補及關閉傷口。 

一度燒傷 二度燒傷 三度燒傷 四度燒傷 

通常僅損表皮或極

淺之真皮，局部紅

腫熱痛，在沒有感

染情況下，約 3~7

天可自行痊癒。 

傷及表皮與真皮層 

1.淺二度:表皮及 1/3 以上真皮，有水泡，

極疼痛，約 7~14 天可自行癒合。 

2 深二度:全部表皮及真皮層，但汗腺及毛

囊仍完整，濕而無彈性，有水泡，疼痛感

較差，約需 1 個月能痊癒且有疤痕產生。 

表皮、真皮及皮下組織均受

損，傷口不會疼痛，乾硬焦

褐皮膚，無水泡無彈性，不

會自行癒合，需做擴創術及

皮膚移植手術來修補及關閉

傷口。 

全層皮膚、皮下組

織及肌肉骨骼，須

經多次手術處理，

且肢體畸形及功能

缺損明顯難以恢

復。 

 

C44.有關自體皮膚移植病人的護理措施，下列何者錯誤？ 

 (A)評估植皮區是否有出血，以防移植皮膚無法成功黏合  (B)植皮區皮膚3～7 天要保持固定不動 

 (C)手術後供皮區要以壓迫性敷料加壓72 小時   (D)供皮區癒合後可使用乳液軟化此區 

解析：永大內外六版p16-79，(C)供皮處以壓迫性敷料加壓4~6小時，減輕滲血情形。 

供皮與受皮區護理措施： 

1.腹部或大腿傷口可使用床上護架，預防直接接觸傷口，影響癒合。 

2.燒傷部位避免陽光射照 

3.已癒合的傷口可輕柔按摩，使用保濕乳液。 

4.自體皮膚移植受皮區照護：術後需抬高受皮部位，避免腫脹，固定不動3~7天，以防移植皮膚無法成功黏合，術後

2~3天換藥，並評估傷口癒合依醫囑保持受皮區的敷料濕潤等。 

5.自體皮膚移植供皮區照護：以壓迫性敷料加壓4~6小時，減輕滲血情形，可利用烤燈乾燥避免潮濕，傷口癒合後可

使用乳液減少搔癢。 

C45.下列何者不是青光眼常見的臨床表徵？  

(A) 眼睛疼痛  (B)虹輪視覺  (C)眼睛畏光  (D)視野喪失 

解析：永大內外六版p19-43，(C)畏光為白內障表徵 

青光眼表徵：眼睛、頭部疼痛伴隨噁心嘔吐、突然視力模糊(尤其在黑暗中)、對光的感受度降低、虹彩光圈視覺、周

邊視野喪失(管狀視野)。 

C46.美尼爾氏症（Meniere’s syndrome）病人之護理指導，下列何者錯誤？  

(A) 需緩慢移動身體  (B)學習放鬆技巧  (C)採用低鉀飲食  (D)維持安全環境 

解析：永大內外六版p19-72，(C)鈉和水分滯留會破壞內耳平衡，因此採低鈉限水飲食可改善症狀。 

美尼爾氏症護理處置：眩暈急性發作時，立即臥床休息，避免快速移動或改變姿勢，安排安全環境，採低鹽飲食，限

制水分，以減少內淋巴液生成，不可抽菸及攝取含咖啡因食物。 

B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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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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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用力呼吸流速（FEF
25~75%

）增加   (D)第一秒用力呼氣容積（FEV
1
）增加 

解析：永大內外六版p19-36，(A)功能性肺餘量（FRC）上升。(C)用力呼吸流速下降。(D) FEV1下降 

氣喘診斷檢查：肺功能測驗(FEV1↓、PEFR↓、用力呼吸流速↓、肺餘容積↑、功能性肺餘量FRC↑)，血液檢查(過敏性

氣喘時IgE和嗜伊紅↑)，痰液檢查(過敏性氣喘痰液較清且呈泡沫狀，非過敏性則較濃稠、呈絲狀且是白色)。 

B48.有關良性攝護腺肥大所導致急性腎衰竭的表徵，下列何者正確？  

(A) 蛋白尿明顯增加 (B)尿液比重介於1.008~1.012 (C)尿液滲透壓大於500 mOsm  (D)血尿素氮：血清肌酸酐大於

20:1  

解析：永大內外六版p15-101，(A)腎後性腎衰無明顯蛋白尿，腎絲球疾病會有蛋白尿出現。(C)尿滲透壓增加或等

張，尿液滲透壓大於500 mOsm為腎前性腎衰竭。(D)BUN/Creatinine大於20:1為腎前性腎衰竭。 

良性前列腺肥大：當前列腺壓迫尿道時，會產生排尿延遲、排尿困難、頻尿、解尿後仍覺尿急、尿失禁等排尿障礙，

導致腎衰竭(腎後性)。 

A49.有關全身性紅斑性狼瘡病人之照護，下列何者錯誤？ 

 (A)病況穩定時，可以立即停止服用類固醇藥物 (B)服用氯奎寧（plaquenil）藥物，應每 4 到 6 個月檢查眼睛與視

力 (C)服用免疫抑制劑，可以幫助延緩狼瘡性腎炎的惡化 (D)服用抗感染藥物，可以預防因藥物抑制免疫功能而出現

的感染現象 

解析:(A)課本 4-29，依醫囑正確服用藥物，勿自行調整劑量或停藥。治療中止時應採逐漸減量之方式，以免突然停藥

造成腎上腺功能不足。 

A50.接受靜脈注射抗生素的病人出現搔癢（pruritis）與蕁麻疹（urticaria）時，最可能出現下列何項反應？ 

 (A)第一類立即性過敏反應  (B)第二類細胞毒性及細胞溶解反應  (C)第三類免疫補體反應  (D)第四類延遲過敏反應 

解析:課本 4-19，抗生素過敏為第一型過敏性休克反應(第一類立即性過敏反應) 

 
B51.當巴金森氏症個案因症狀感到困窘，覺得厭煩與孤獨時，下列護理措施何者正確？  

 (A)告訴個案說別人不會在意其外貌  (B)在其運動與日常生活活動上，給予鼓勵與稱讚 

 (C)協助個案練習寫字與彈琴  (D)告訴個案這是常見老化現象，不必難過 

解析: (A)、(D)課本17-141，精神科醫師或心理治療師:協助病人及家屬適應病人所產生殘障問題及情緒問題，如憂

鬱。(C)課本117-140~141，物理治療:給予病人肌力、肌耐力及平衡訓練，病人及家屬需要學會預防跌倒、動作轉換、

疼痛處置的方法。 

C52.肺癌病人出現頭頸部與上半身水腫、發紅、呼吸困難，有關的併發症，下列何者正確？  

 (A)庫欣氏症  (B)吸入性肺炎   (C)上腔靜脈症候群  (D)抗利尿激素荷爾蒙分泌不當 

解析:課本10-162，壓迫上腔靜脈:頸部、臉部及上肢會水腫發紅，合併呼吸困難、吞嚥困難、暈眩，稱為上腔靜脈症

候群 

C53.有關胸腔水下引流護理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水封瓶內應有持續性氣泡出現   (B)夾緊管路以減少壓力快速下降 

 (C)水封瓶內玻管內液面會隨呼吸上下移動  (D)須每天更換胸瓶內的無菌蒸餾水 

解析:(A)課本 10-72，正常情形下，水封瓶內於呼氣時會有間歇性氣泡產生，若水封瓶持續出現大量氣泡表示引流系

統有漏氣情形(B)醫囑開立夾住胸管、胸瓶打破、更換胸瓶或懷疑漏氣(如胸管與引流系統的接頭鬆脫)時，才可以使用

止血鉗夾住胸管，以免導致增壓性氣胸。 

A5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居家使用氧氣之護理指導，下列何者正確？ 

 (A)有助降低肺血管阻力  (B)僅適用於末期病人  (C)能引起氧氣依賴  (D)避免於夜間用氧 

解析:課本 10-126，降低肺血管阻力，防止發生心肺症或減輕心肺症的症狀。氧氣治療:維持動脈血氧分壓在

50~65mmHg 之間，一般使用鼻套管 1~2L/min，每日至少使用 18~22 小時氧氣。 

C55.氣喘病人肺功能檢查前之護理，下列何者正確？  

 (A)檢查前禁食4小時  (B)檢查前2小時口服類固醇  (C)檢查前6小時不要使用支氣管擴張劑  (D)檢查前使用鎮靜劑 

解析:課本10-39，檢查前注意事項: 

1.解釋檢查的目的及過程，應先告知可能會做多次吸氣、吐氣、深吸氣、用力呼氣等動作，增加受檢過程中的合作

性。 

2.檢查前4~6小時不可抽菸，也不可使用支氣管擴張藥，包含針劑、口服藥及噴霧治療。若靜脈滴注支氣管擴張藥

物，應先詢問醫師並在紀錄上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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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導以口呼吸，檢查前可先利用手或鼻夾將鼻部夾起練習數次以口部呼吸。 

4.檢查前應先測量身高體重，並記錄於病歷，以估計理想的肺功能。 

A56.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病人學習橫膈式呼吸之預期性效應，下列何者錯誤？  

 (A)降低潮氣容積  (B)降低呼吸速率  (C)增加活動耐力  (D)增加肺泡換氣 

解析:課本10-67，橫膈呼吸或腹式呼吸可以減少使用呼吸輔助肌的機會及減少呼吸所作的功，也可以增加潮氣容積，

減少呼吸次數，增加活動耐受力及促進肺泡通氣灌流比。 

C57.評估插胸管病人是否出現皮下氣腫之方法，下列何者正確？ 

 (A)比較吸氣和吐氣的時間長度   (B)視診是否有桶狀胸 

 (C)觸診胸管插入部位周圍皮膚是否有輾軋音（Crepitus）  (D)聽診是否有鼾音/乾囉音（Rhonchi） 

解析:課本10-72 

插胸管病人護理: 

1.經查改變臥位以利引流。 

2.每小時引流超出100Ml，要立刻報告醫生。 

3.正常情況時水封瓶內長玻璃管內液面會隨呼吸上下浮動，表示通暢。浮動消失表示引流系統有阻塞或肺臟完全擴

張。 

4.鼓勵定時深呼吸及咳嗽。 

5.觸診胸管插入部位周圍皮膚，若出現輾軋音表示有皮下氣腫。 

C58.有關開胸手術切除肺葉病人身上留置的兩條胸管功能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因手術傷口血水較多，故需兩條胸管同時進行引流   (B)兩條胸管是爲了引流肺部不同部位的血水 

 (C)位置較低的胸管引流血水，位置較高的胸管引流氣體 

 (D)位置較低的胸管為主要的血水引流管，位置較高的胸管是備用的 

解析:課本10-70  

(A)(B) (D)位置較低的胸管為主要的血水引流管，位置較高的是氣體引流。 

A59.林先生，30 歲，無特殊疾病，因發燒、小便混濁及急性後背腰痛到急診，發現有尿道感染及輸尿管結石0.5 

cm，有關此急性期之護理措施，下列何者錯誤？ 

 (A)等培養出細菌種類後再用特定的抗生素       (B)屬突發性、尖銳的疼痛應依醫囑使用止痛劑緩解疼痛 

 (C)可依醫囑使用平滑肌鬆弛劑緩解輸尿管痙攣   (D)鼓勵多喝水以利結石排出 

解析:課本15-47 

(A)尿液培養及藥敏試驗結果出來前先使用廣效抗生素。 

C60.有關女性尿道炎發生原因之機率，下列何者最低？ 

 (A)化學物刺激   (B)雌激素減少   (C)淋病雙球菌感染   (D)克雷氏桿菌感染 

解析:課本15-37 

女性通常是尿道受到細菌侵入(以大腸桿菌最常見)或受化學刺激(香料之衛生用品、沙精劑、泡沫浴等)所引發。 

D61.有關接觸性皮膚炎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與免疫球蛋白IgE升高有關   (B)與局部微血管通透性增加有關 

 (C)是一種自體免疫反應        (D)是一種延遲過敏反應 

解析:課本16-19~21 

(A)異位性皮膚炎與免疫球蛋白IgE升高有關。 

(B)溫度變化:皮膚在溫度高時血管擴張，通透性增加，神經末梢興奮性增加，閾值降低，較易感到癢。 

(C)是延遲過敏反應，與T淋巴球有關。 

A62.全身性紅斑性狼瘡（SLE）常見的臨床表徵為何？①發燒 ②關節腫脹 ③白血球增加 ④疲憊 ⑤抗核抗體

（ANA） 

 正常(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②③⑤  (D)②④⑤  

解析:課本4-25 

1.全身非特異性症狀:疲倦、低度或反覆性發燒、皮疹、軟弱、體重減輕。 

2.皮膚症狀:蝴蝶斑、圓盤狀丘疹、掉髮、口腔潰瘍。 

3.心肺症狀:以心包膜炎併發心包膜積水較常發生。 

4.骨骼及關節症狀:關節腫脹壓痛及活動時疼痛。 

5.神經精神症狀:行為異常及精神異常。 

6.感染:肺炎最常見。 

7.其他:腺體腫大、貧血、血中蛋白質異常、白血球減少。 

B63.有關痛風（Gout）醫療處置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鼓勵多喝水（3,000 ml/天），以預防尿路結石   (B)鼓勵多喝小紅莓果汁，使尿液呈酸性，以預防感染 

 (C)colchicine是治療痛風最有效的藥物，但有腹瀉之副作用   (D)allopurinol有抑制尿酸形成的作用 

解析:課本18-109 

(B)避免攝取高嘌呤食物，如動物內臟、沙丁魚、蟹、蠔、小魚乾、黃豆芽等，鼓勵攝取鹼灰性食物(如牛奶、馬鈴

薯、柑橘類水果)以鹼化尿液。避免酸灰性食物(如蔓越莓)，預防造成腎的尿酸結石。 

B64.有關鼻竇炎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症狀超過3個月可以稱作慢性鼻竇炎   (B)葡萄球菌是慢性鼻竇炎常見致病菌 

 (C)抗生素須使用7至10天才有療效       (D)予蒸氣吸入可促進鼻竇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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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課本19-87  

(B) 急性鼻竇炎最常見的致病菌包括鏈球菌、葡萄球菌及肺炎鏈球菌。 

慢性鼻竇炎最常見的致病菌為厭氧菌、綠膿桿菌。 

C65.陳先生，60 歲，身體 165 cm，體重 75 kg，因腎臟細胞瘤接受根除性腎臟切除術，術後第一天病人 TPR：

37.5℃，84 次／分鐘，22 次／分鐘；BP：118~138/78~90 mmHg；造瘻口呈紅色；尿液輸出量平均每小時為 20~30 

c.c.；Penrose  引流液呈淡紅色。護理師收集到上述那一項資料需立即通知醫師處理？ 

 (A)體溫為 37.5℃   (B)引流液呈淡紅色   (C)尿液輸出量平均每小時 20~30 c.c.  (D)造瘻口呈紅色 

內外課本 p15-85  (C)尿液輸出量平均每小時 20~30 c.c.－正確為手術後最初 24小時的尿量應為 30-50ml/hr，若小

於每小時 20~30 c.c.代表腎灌流減少 

 

A66.下列何者為引起腎前性急性腎衰竭的原因？①心輸出量降低 ②循環血液容積耗竭 ③前列腺肥大④腎絲球腎炎 

⑤ 紅斑性狼瘡(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④⑤ 

內外課本 p15-98 ①心輸出量降低－為腎前性急性腎衰竭 ②循環血液容積耗竭－為腎前性急性腎衰竭 ③前列腺肥大

－為腎後性急性腎衰竭④腎絲球腎炎－為腎性急性腎衰竭 ⑤紅斑性狼瘡－為腎性急性腎衰竭 

 
A67.有關肺結核藥物副作用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Rifampin（RMP）容易加速口服避孕藥的代謝   (B)Pyrazinamide（PZA）容易造成視神經炎引起紅綠色區辨困難 

 (C)Isoniazid（INH）容易出現周邊神經炎以及第八對腦神經損傷   (D)Ethambutol（EMB）容易造成高尿酸血症 

(B)Pyrazinamide（PZA）容易造成視神經炎引起紅綠色區辨困難－正確為肝毒性及高尿酸血症 

 (C)Isoniazid（INH）容易出現周邊神經炎以及第八對腦神經損傷－正確為肝炎   (D)Ethambutol（EMB）容易造成高

尿酸血症－正確為副作用是視神經炎及視力模糊，紅綠色盲，停藥即可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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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8.給與燒傷病人進行水療，下列何種水溫最適合？  

 (A) 26.6℃   (B)32.6℃   (C)37.8℃  (D)42.8℃  

內外課本p16-69 水療室溫最好維持再26.6-29.4度C，以免病患感到寒冷，水溫約36.6-38.8度C，水療過程不超過20-

30分鐘。 

 

A69.有關急救時維持呼吸道通暢及人工呼吸方法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懷疑頸椎有創傷者，應採壓額抬下巴法   (B)成人病人每分鐘需給予 10～12 次吹氣 

 (C)觀察有無呼吸外，尚需觀察有無適當的呼吸型態   (D)吹氣時感到有阻力，最可能的原因是舌頭堵住呼吸道 

內外課本 p8-18  (A)懷疑頸椎有創傷者，應採壓額抬下巴法－正確為採下顎上提法 
B70.下列何者為因主動脈剝離、張力性氣胸等抑制心臟進行有效收縮而引發的休克類型？ 

 (A)心因性   (B)阻塞性  (C)分布性   (D)低血容積性 

內外課本 p8-35 主動脈剝離、張力性氣胸因為機械性因素制心臟進行有效收縮而引發，此類型休克進展快速致死率

極高 

 

 
D71.病人的血流動力學呈現心輸出量（cardiac output）下降，但肺動脈楔壓（pulmonary artery wedge pressure）及全

身性血管阻力（systemic vascular resistance）並無改變，下列處置何者適宜？  

 (A)降低右心房壓力（right atrial pressure）    (B)降低心搏出量（stroke volume）  

內外課本p13-14 心跳速率是短期性控制心輸出量與血壓的最主要機轉會受到神經、化學物質等影響，增

加心跳會增加心輸出量，但當心跳過快導致心室舒張期的時間縮短，反而會使心室未填滿血液之前即收

縮，使舒張末期容積減少而使心輸出量下降。心輸出量(CO) = 心搏出量(SV) x 心跳速率(HR)。 
 

C72.輕敲低血鈣病人的臉部時，若出現肌肉痙攣，表示有下列何種情況？  

 (A)Carpal tetany (B)Cullen’s sign (+) (C)Chvostek’s sign (+) (D)Trousseau’s sign (+)  

 

內外課本 p12-36 甲狀腺切除術患者術後一周內應評估是否出現低血鈣徵象，如(C)Chvostek’s sign 輕敲耳前

顏面神經會有顏面肌肉痙攣，(D)Trousseau’s sign (+) 為個案上臂用壓脈帶加壓在 3 分鐘內拇指及食指朝軀幹方向收

縮。 

 

D73.陳先生，被診斷患有慢性腎疾病第四期，正服用血管收縮素轉化酶抑制劑（ACEI），有關 ACEI 的敘述，下列

何者錯誤？ 

 (A)擴張腎臟出球小動脈  (B)預防蛋白尿   (C)減緩腎功能衰退   (D)會導致高血壓 

解析: 永大-最新實用內外科護理學-2017 年-下冊 p15-75 

血管加壓素轉换酸抑制或血管加壓素受體阻新劑能治療蛋白尿,並控制高血壓等療法， 

 

C74.有關甲狀腺功能低下之臨床表徵，下列何者正確？ 

 (A)血壓上升   (B)體重減輕   (C)腸蠕動減慢   (D)體溫上升 

解析: 永大-最新實用內外科護理學-2017 年-下冊 p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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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5.唐女士，口腔癌術後狀況穩定，胰島素注射一天 4 次，鼻胃管灌食一天6 餐，消化良好，空腹指尖血糖約100～

140  mg/dL，手術前糖化血色素（HbA1c）為9.5%。唐女士表示「我住院開刀前糖尿病是以口服藥控制，而且血糖

控制很 好的，我一定要注射胰島素嗎？」護理師的回答，下列何者最適切？ 

 (A)「一旦開始注射胰島素，就終生需注射胰島素，沒關係，我們會教您的！」 

 (B)「您手術前的糖化血色素是9.5%，血糖控制很差喔！打針比較好。」 

 (C)「目前胰島素注射對您的病情及血糖控制是有幫助的，您擔心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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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您很怕打針是嗎？現在血糖控制還不錯，我會請醫師幫您調整藥物。」 

解析: 永大-最新實用內外科護理學-2017年-下冊p14-88 

血糖控制差，應使用胰島素注射療法 

 
 

B76.有關甲狀腺機能亢進之護理指導，下列何者錯誤？ 

 (A)依醫囑服用飽和碘化鉀溶液，可以抑制甲狀腺素的合成 

 (B)依醫囑服用飽和碘化鉀溶液，絕不可與果汁一起服用 

 (C)甲狀腺切除手術後一週內應評估病人有無Chvostek’s 及Trousseau’s 徵象 

 (D)病人易出現多汗，應提供舒適而清涼的環境 

解析: 永大-最新實用內外科護理學-2017 年-下冊 p14-35 

 
 

B77.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運動之護理指導，下列何者正確？  

 (A)運動時應採用長吸短呼之呼吸方式   (B)運動前可依需要使用支氣管擴張劑 

 (C)運動時最好由口吸吐氣   (D)儘量減少上半身的運動 

解析: 永大-最新實用內外科護理學-2017年-上冊p10-142 

(A) (C)教導活動時使用嗽嘴式呼吸或横隔呼吸，以提升呼吸功能。必要時給予適量的氧氣、以增進活動耐受力。 

(B)可將活動時間安排在給予呼吸治療或給予支氣管擴張藥物之後,因在給藥後藥效達到尖峰時，其肺功能亦處於較佳

的狀態。 

(D)走路是最好的活動.且活動量應逐漸增加,而不是突然增加。 

C78.張先生為第二型糖尿病病人，隔 3 個月才來門診追蹤，主訴有依指導食用低熱量低糖飲食，但體重未減且未帶自

我血糖監測紀錄，在此狀況下，醫護人員應優先進一步評估下列何項資料？  

 (A)飯後血糖   (B)尿糖試驗    (C)糖化血色素（HbA1c）    (D)口服葡萄糖耐量試驗（OGTT）  

解析: 永大-最新實用內外科護理學-2017年-下冊p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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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血球一般平均壽命約120天,故糖化血红素(HbAIc)可反應過去2~3個月内血糖控制的情形，且不受年齡、體重、驗血

時間(飯前或飯後)影響:因此，比起個別血糖值, HbA1c是較好之糖尿病控制指標，也是很好的診断工具，常HbA1c大

於等於65%即可確定診斷為糖尿病。 

D79. 有關腎移植患者服用免疫抑制劑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指導患者出現排斥反應時，可提高藥物劑量    (B)服用cyclosporin者比服用其他免疫抑制劑者易受感染 

 (C)服用Imuran主要在干擾吞噬細胞的功能        (D)服用corticosteroid者可能出現糖尿病、白內障等併發症 

解析: 永大-最新實用內外科護理學-2017年-下冊p15-147 

(A)定時服用抗排斥藥物:勿自行調整劑量或停用藥物，以防引起排斥反應，出現疑似排斥症狀盡速至門診就醫,如:發

燒(達38C),倦怠、類似感冒症狀水份滞留、體重增加或高血壓、臀功能異常等， 

 
 

D80.燒傷病患的動脈血液氣體分析數值為 pH：7.30, PaCO
2
：75 mmHg, HCO

3

-
：32 mEq/L，是屬於下列何種酸中毒？  

 (A)未代償性代謝性酸中毒    (B)部分代償性代謝性酸中毒 

 (C)未代償性呼吸性酸中毒    (D)部分代償性呼吸性酸中毒 

解析: 永大-最新實用內外科護理學-2017 年-上冊 p6-53 

pH：7.30----酸中毒 

PaCO2：75 mmHg----呼吸性酸中毒 

HCO3-：32 mEq/L-----代償或代謝性鹼中毒，依題意應為部分代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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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內外科護理學(3) 

答案欄 

1    C 2    B 3    D 4    B 5    C 6    A 7    A 8    D 

9    A 10   C 11   B 12   C 13   D 14   D 15   A 16   A 

17   C 18   D 19   B 20   A 21   B 22   A 23   D 24   A 

25   A 26   B 27   D 28   D 29   C 30   A 31   D 32   C 

33   B 34   B 35   D 36   A 37   D 38   C 39   C 40   C 

41   A 42   C 43   B 44   C 45   C 46   C 47   B 48   B 

49   A 50   A 51   B 52   C 53   C 54   A 55   C 56   A 

57   C 58   C 59   A 60   C 61   D 62   A 63   B 64   B 

65   C 66   A 67   A 68   C 69   A 70   B 71   D 72   C 

73   D 74   C 75   C 76   B 77   B 78   C 79   D  80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