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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單選(1-30題)佔90﹪每題三分 

情況：張太太因為第一胎生產，故住進醫院請回答以下1-8題 

1. 當護士為張太太注射點滴時，使用何消毒法消毒皮膚較適合？ 

(A)煮沸法 (B)紫外線消毒法 (C)化學消毒法 (D)巴斯徳消毒法。 

2. 張太太自然生產產後24小時會陰部傷口疼痛，膀胱漲故護士依醫囑執行導尿，請問其必須執行的

是 

(A)清潔技術 (B)內科無菌技術 (C)防腐技術 (D)外科無菌技術 。 

3. 張太太住院後第四天，左手靜脈點滴注射處有發紅、發熱、又腫又痛及化膿，體溫在38℃左右請問

何者為是？  

(A)張太太算是院內感染 (B) 張太太不算是院內感染 (C) 必須抽血作細菌培養出菌種才算是院內

感染。 

4. 張太太被細菌侵入的是 

(A) 人體防禦系統的第一道防線皮膚 (B)淋巴系統 (C)陰道 (D)泌尿道 (E)呼吸道。 

5. 因醫院床位不敷使用，現新入院三位病患：甲為SARS患者;乙為愛滋病帶原者末期;丙為白血病患

者,如果只有三間兩人房妳將如何分配？(A)甲＋乙一間; 張太太與丙一間，另空出一間以節省開銷 

(B)甲＋丙; 乙單獨一間，張太太單獨一間(C)乙＋丙;甲及張太太各單獨一間 (D) 甲+張太太一間;

乙及丙各單獨一間。 

6. 甲病人的SARS傳染方式為 (A) 接觸傳染 (B)呼吸道傳染 (C)病媒傳染 (D)腸胃道傳染。 

7. 對於乙病人的隔離方式稱為(A) 保護隔離 (B)反隔離 (C)與丙病人相似 (D)以上皆對。 

8. 下列對於衛教張太太以煮沸消毒法消毒玻璃奶瓶，何者為是？ (A) 煮沸消毒法只能殺死一般生長

性的細菌，對芽胞和濾過性病毒無效，故無法達到完全滅菌的效果 (B)煮鍋的水須蓋過被消毒物品

一吋以上 (C)玻璃奶瓶與橡膠奶嘴應煮沸至100℃後再煮10分鐘 (D)以上皆是。 

 

9. 在S.O.A.P.記錄方式中，護士小姐記錄”疼痛/因心肌缺氧造成” 是屬於什麼內容？ 

(A) S   (B) O    (C) A    (D) P 

10. 下列有關你執行肌肉注射步驟之敘述，請指出何項不適當？(A)由注射部位的中心向外環狀消毒皮

膚，直徑約2-3吋 (B)針頭與皮膚成90。，迅速插入，深度約針頭的2/3 (C)回抽針心測試無插

入血管後，即快速推注藥液 (D)以酒精棉球按住注射處，迅速拔出針頭，以手掌多肉部位輕揉注

射處約30∼60秒 

11. 因陳先生血糖偏高，醫生order Regular Insulin (胰島素) 6U st.。當你為陳先生執行注射時，

以下哪個敘述是不正確的？(A) 注射後，應予按摩，以助藥物的吸收 (B)依病人組織豐實程度，將

針頭以45∼90度插入 (C) 下腹部可為注射部位，每次注射部位應輪替 (D) 注射部位應選擇神經

少、組織鬆弛狀況良好之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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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你要執行P.S.T. ，有關P.S.T. 之敘述，下列何者為正確？a.採皮內注射 b. 採皮下注射 c.

以Penicillin 100單位注入 d. 以Penicillin 1000單位注入 e. 注射後48∼72小時檢查反應 

f. 注射後15-20分鐘檢查反應  g. 注射部位有紅暈、腫脹及硬塊直徑1.5公分以上者為陽性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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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deg (B)bcfg (C)  bdeg (D)  acfg  

13. 有關P.S.T步驟中何者不正確？(A)抽penicillin G sol. 100單位 (B)以針頭斜面向上與皮膚成

5-15度斜角，插入皮膚 (C)將針心回抽，測視針頭是否插入血管 (D)緩緩注入藥物，讓皮膚凸起

一個小水泡。  

14. 為預防刺激性藥物引起疼痛和組織傷害，肌肉注射時所採下列各種措施中，何者是錯誤的？(A)抽

出所需藥液後，換新針頭再注射 (B) 針頭拔出肌肉後，要持續按摩 1-3分鐘 (C)採Z字形途徑

注射法 (D) 空針內約保留0.2 c.c.的空氣進行注射 

15. 給予剛出生約六個月大的嬰兒肌肉注射B型肝炎疫苗，宜選擇下列何處注射？(A)上臂三角肌 (B)

背臀區 (C)腹臀區 (D)股外側肌 

16. Ampicillin 300 mg Q6H IV Drip，此藥物是500 mg/vial呈粉末狀。若您以蒸餾水溶解預備一次

的用量，下列準備法何者正確？(A)以3 ml蒸餾水溶解後，抽取0.5ml使用 (B)以4 ml蒸餾水溶

解後，抽取1 ml使用 (C)以5 ml蒸餾水溶解後，抽取3 ml使用 (D)以6 ml蒸餾水溶解後，抽

取2 ml使用 

17. 護理人員以眼滴入法給藥時之步驟，下列何項為對？(A)請病人頭稍後仰，並睜眼向前平視 (B) 水

劑與油劑中，先點油劑再點水劑 (C)滴管在距眼睛約2公分處，將眼藥水滴入角膜上(D)滴完藥後，

請病人閉上雙眼並轉動眼球 

18. 有醫囑開立為病患注射Gentamycin 60 mg時，而藥物狀態是2ml溶液中含有80 mg的Gentamycin，

請問應抽取多少藥量呢？(A)2 ml (B) 1.5 ml (C) 1 ml (D) 0.5 ml 

19. 如欲達到同樣治療效果，下列各種給藥途徑所需用藥量的比較，何者正確？(A)IM< IV< SC <PO 

(B)IV< IM< SC< PO (C)PO< SC < IM < IV (D)PO< IM< SC < IV 

20. 給藥時必須遵守給藥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取藥前默念三遍藥名為三讀 (B)  當藥罐擺回

藥櫃時不必再讀 (C)準備藥物者與發藥給病人者應為同一人 (D)護理人員可依病患情形調節藥

物劑量 

21. 護理人員在給藥措施上，下列那一項是不恰當的？(A) 當病人不在時，則藥物必須註明床號再請家

屬轉交 (B) 傳遞藥物的過程中，藥物不可離開視線 (C) 病人若因手術或檢查而必須禁食（NPO）

時，則依照醫囑不給藥物 (D) 口服藥物應協助病人服下後方能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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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護理人員執行耳滴入技術，將藥物滴入耳內時，下列有關方法上的描述，何者正確？(A)病人頭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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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患耳的一側 (B)成人耳朵要向下向後拉 (C)一手固定患耳，一手將藥物沿耳道滴入 (D)給藥

後需維持原姿勢約10分鐘，以利藥物與局部充分接觸 

情況：楊小姐因腹痛入院23-26題 

23. 在醫師未來之前下列處理何者為是？ (A)先給予止痛藥以減輕疼痛 (B)給予腹部熱敷以減輕腹部

痙攣，以利做檢查評估 (C)給予腹部冰敷以減輕疼痛 (D)採舒適臥位，給予肢體按摩，以轉移他對

疼痛的注意力 

24. 楊小姐經診斷為闌尾炎，手術後體溫為口溫攝氏 38.2℃，你是護士應先如何處理？(A)給溫水拭浴 

(B)給冰枕 (C)請醫師給scanol 1＃以降低體溫 (D)鼓勵多喝水 

25. 當你為楊小姐做冷敷應用衛教時，有關用冷使用時間超過一小時，局部皮膚會產生何種現象？(A)

血管擴張 (B)肌肉收縮 (C)皮膚變白 (D)血流量減少 

26. 楊小姐手術後第7天回診，主訴有便秘，排便後肛門口出血、腫痛，可教導他熱水坐浴，其目的為

(A)減輕肛門疼痛 (B) 促進肛門處血液循環，使傷口癒合 (C)清潔會陰部，預防感染 (D)以上皆是 

27. 曾姓小姐因SARS住院，體溫過高給予溫水拭浴的利用原理為能量的(A)傳導 (B)對流 (C)轉換 (D)

以上皆是 

28. 唐先生，70 歲，colon cancer，terminal stage 想要入安寧病房，安寧寮護提供的是下列何種照

顧？(A)強調心理及靈性的照顧更勝於生理的問題 (B)臨終患者集中安置的場所 (C)不做任何治療

等待死亡的場所 (D)全人、全家、全程及全隊的四全照顧 

29. 唐先生即將面臨死亡，一般死亡前呈現的生理現象，何者為非？(A)失去肌肉張力且貧血，會產生

希氏面容(Facies Hippocratica) (B)觸覺是最慢消失的感覺 (C)呼吸困難，出現陳施氏呼吸

(Cheyne-Stokes Respiration) (D)血壓及體溫下降，脈搏快速而不規則 

30. 死亡後，屍體最先發生的變化為(A)屍冷 (B)屍僵 (C)屍斑 (D)屍臭 

31. 簡答題：請寫出易發生壓瘡之高危險群有哪些人？10﹪共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