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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大學部轉學生招生考試試題 

 

准考證號碼：□□□□□□□□□□ 

（請考生自行填寫） 

年制：四技二年級 

群組：B 群組 

考試科目（一）：護理學導論 

 

【注意事項】 

1. 請先核對考試科目是否相符。 

2. 本試題共 40 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請依題號順序作答。 

3. 本試題均為單選題，每題都有（A）、（B）、（C）、（D）四個選項，請選出一

個最適當的答案，然後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相對位置方格內，用 2B 鉛筆全

部塗黑，答錯不倒扣。 

4. 請在試題首頁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填上自己的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

案卡」及「試題」一併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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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的敘述，何者不適當？  

（A）護理人員進入嬰兒室時，應穿隔離衣 

（B）目前產房的照護理念，常推動｢母嬰同室｣的做法 

（C）「ICU」的意思，是指急診 

（D）安寧照護單位主要是提供末期病人的照護 

2. 對於我國醫療團隊人員職責的敘述，何者不正確？ 

（A）醫師是健康團隊的領導者 

（B）住院病人需要疾病飲食時，主要是由營養師設計 

（C）臨床心理師職責之一是提供病人家屬面對哀慟過程之輔導 

（D）藥劑師需在住院病人旁親自給藥與衛教 

3. 我國醫院「基層護理人員臨床專業能力進階制度」，N3 的能力主要定位為： 

（A）教學能力 

（B）急症照護能力 

（C）基本照護能力 

（D）研究能力 

4. 長期照護機構中的老人寵物治療，主要是滿足其哪一方面的需要？ 

（A）生理的需要 

（B）自尊與尊重的需要 

（C）自我實現的需要 

（D）愛及歸屬感的需要 

5. 有關全責護理的描述，何者不適當？ 

（A）是以病人為中心 

（B）強調與個案共同參與照護及相關決策，並執行適合個案之個別性護理計畫 

（C）此照護模式趨向於集權管理方式 

（D）非上班時段的照護工作，將由協同護士(associate nurse)代理 

6. 有關功能性護理的敘述，何者不正確？ 

（A）使工作人員感到工作很充實 

（B）適合於人力嚴重短缺或為降低人事成本的時候運用 

（C）病人心理方面的需要，往往被忽略 

（D）工作效率較高  

7. 對於我國醫療環境的敘述，何者錯誤？ 

（A）人口出生率不斷下降 

（B）民眾就醫的程序，需要先經過家庭醫學科醫師轉診 

（C）朝向長期照護的發展 

（D）目前醫學專科化，分科精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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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於我國全民健保制度的敘述，不包括： 

（A）是屬於強制性的社會保險 

（B）非本國籍人士，不得納保 

（C）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六個月以上的民眾，都必須依法參加全民健保 

（D）全民健保目前是全面實施醫療費用總額預算支付制度 

9. 有關治療性的溝通技巧，何者不適當？ 

（A）「沒問題的，這次醫師一定會把你治療好的，馬上就可以出院」 

（B）「我不了解你說的意思，請再說一次，好嗎？」 

（C）「你看起來好像很擔憂的樣子，您可以說說看嗎？」 

（D）「針對剛剛緩解疼痛的衛教內容，您有任何問題嗎？」 

10. 蔡先生開刀後而引起疼痛情形，護理人員詢問：「疼痛的部位在哪裡？嚴重度如何？在何

種情況下會更疼痛？頻率如何…」。這樣的對話是使用哪種溝通技巧？ 

（A）重述 

（B）集中焦點 

（C）澄清 

（D）反映 

11. 以下何項說法，不屬於開放性溝通？ 

（A）你想要討論什麼？ 

（B）你的想法有一些偏差喲！ 

（C）然後呢？ 

（D）是什麼原因讓你住院？ 

12. 下列何種資料是屬於客觀資料？醫護人員的觀察紀錄 病患家屬的主訴 清潔人員

的主訴 血液檢查值 電腦斷層檢查結果 

（A）  

（B） 

（C） 

（D） 

13. 要告知癌症病人有關其診斷與病情前，需評估其接受程度，再決定如何告知他。此種考

量是符合下列的何種倫理原則？ 

（A）不傷害原則 

（B）公平原則 

（C）彈性原則 

（D）行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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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護理專業團體的功能，通常不包括： 

（A）訂定專業標準或準則 

（B）能提供執業護理人員有關社會道德方面的支持 

（C）視需要舉辦相關的在職教育或研習活動 

（D）協助會員通過護理師專業證照考試 

15. 何項不屬於護理教育的基本理念： 

（A）使學生對自我了解與專業承諾  

（B）使專業更能符合社會期待，發揮更具體之社會貢獻 

（C）能依據倫理原則，提出適切的解決途徑 

（D）培養高階的護理領導人才 

16. 護理人員在擬定護理計畫或執行護理活動時，須依循何項原則？ 

（A）為病人設計的計畫與活動，應完全由護理人員執行 

（B）基於以病人為中心的理念，因此應完全以病人的意見為主 

（C）盡可能地讓病人參與計畫及負起自我照顧的責任 

（D）完全依照醫囑，執行護理活動及護理計畫 

17. 有關護理過程的敘述，何者有誤？ 

（A）它是一種科學的解決方法 

（B）需具備邏輯性的思考 

（C）需應用護理專業知識與技能 

（D）屬於一個循序漸進，一成不變的過程 

18. 華生(Watson)關懷理論的照護理念與基礎，不包含： 

（A）以安寧照護為重心 

（B）強調利他主義 

（C）提供個案的信心 

（D）需要發揮助人能力 

19. 當一位因車禍導致大量出血的病人送到急診時，護理人員應優先處理其何種需要？ 

（A）先確認與處理其出血的問題 

（B）先確認病人的身分與名字 

（C）找到病人的家屬 

（D）先圍屏風，重視其隱私 

20. 下列何者非人類基本需要的護理應用： 

（A）確認護理個案未能滿足的基本需要項目 

（B）確定何種因素會阻礙個案需要的滿足 

（C）進行護理計畫，以便真正滿足個案的需要 

（D）提供特別病房，給予一對一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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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護理人員遵循醫囑給予病人打針，此行為是屬於何種護理措施？ 

（A）依賴性 

（B）獨立性 

（C）醫療性 

（D）統整性 

22. 依據護理人員法，下列何項活動非屬於護理人員的業務： 

（A）協助個案身體清潔與舒適 

（B）給予糖尿病病人自行注射胰導素指導 

（C）協助照 X 光檢查，並解釋病情 

（D）測量血壓 

23. 處於護理的黑暗時期，當時從事護理工作者，包括妓女或罪犯，此階段屬於？ 
（A）遠古時代健康照護時期 
（B）文藝復興與宗教革命時期 
（C）中世紀時期 
（D）十字軍東征時期 

24. 對於人的描述，何者不適當 

（A）人有潛力進行改變 

（B）人是一個整體 

（C）人是各個層面的總和 

（D）人應是個開放的系統，能與外界互動 

25. 國際護士節的日期？ 
（A）四月七日 
（B）二月十五日 
（C）五月十二日 
（D）十二月十日 

26. 下列何者非屬於南丁格爾的照護觀念？ 
（A）一定要有宗教信仰 
（B）注重病房的環境衛生 
（C）兼顧人類的身心需求 
（D）注重飲食營養 

27. 我國護理教育發展史，目前處於下列何階段？ 
（A）開拓期 
（B）職業教育期 
（C）軍護教育期 
（D）專業護理教育期 

28. 護理理念依序為四個演進階段，請排序：(1)浪漫主義；(2)實用主義；(3)苦行僧主義；(4)
存在主義。 
（A）(1)、(2)、(3)、(4)  
（B）(3)、(4)、(1)、(2) 
（C）(3)、(1)、(2)、(4) 
（D）(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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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護理理念中具人文色彩的存在主義，何者正確？ 

（A）護理需依賴、聽命權威，是醫師的好幫手 

（B）強調工作分派與工作效率，並需自己承擔責任 

（C）護理人員應秉持「燃燒自己、照亮別人」護理理念，犠牲自我，投入工作 

（D）除了執行醫囑外，仍應自行判斷有利病人的護理措施，成為具自主性的專業 

30. 以下何種類型的職業性向，較適合從事護理工作？ 
（A）社會型 
（B）技能型 
（C）研究型 
（D）事務型 

31. 根據健康信念模式，何種情況下，個案願意去做子宮頸抹片檢查的機會較高？ 

（A）自覺嚴重性高 

（B）自覺行動障礙高 

（C）自覺行動利益低 

（D）自覺罹病性低 

32. 陳伯伯因糖尿病入院治療，現正處於疾病的接受期，他不會出現哪一種行為反應？ 
（A）對於護理人員給予糖尿病相關衛教感到興趣 
（B）認為自己沒病，只是來檢查一下身體而已 
（C）會配合疾病需要，留下尿液以利每天例行尿糖檢查 
（D）測量血糖後，會詢問護理人員血糖值 

33. 當個案疾病階段處於易感染期，下列醫護措施何者適當？a.促進健康；b.特殊保護；c.早
期診斷和適當治療；d.限制殘障；e.復健。 
（A）ab 
（B）ac 
（C）abc 
（D）ade  

34. 國健署的健康宣導中之預防「三高｣，其項目不包括： 

（A）高血脂 

（B）高血鈣 

（C）高血壓 

（D）高血糖 

35. 以下何者不是三段五級預防中的特殊保護？ 

（A）騎機車戴安全帽  

（B）老人注射流行性感冒疫苗 

（C）婦女子宮頸抹片 

（D）傳染病患的隔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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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依據護理人員法的規範，何者錯誤？ 

（A）護理人員具有開業權 

（B）從護理學校畢業之學生，即可以參加專科護理師執照考 

（C）護理人員必須加入當地所在公會後，方可執業 

（D）護理機構包含產後照護機構  

37. 網狀因果模式，較適合解釋何種疾病？ 

（A）中風 

（B）流行性感冒 

（C）肺結核 

（D）愛滋病 

38. 護理專業的四個中心概念，不包括： 

（A）人  

（B）環境  

（C）健康 

（D）倫理 

39. 造成人類疾病或健康問題，最主要的因素為： 

（A）物理環境 

（B）遺傳 

（C）生活型態 

（D）生活標準 

40. 當病人處於接觸醫療照顧期，護理人員的做法，何者不適宜？ 

（A）尊重病人，極力支持個案放棄治療 

（B）討論其生病的經驗 

（C）給予生命的希望 

（D）接受個案要求轉院就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