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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大學部暨二年制專科部轉學生招生考試試題 

 

准考證號碼：□□□□□□□□□□ 

（請考生自行填寫） 

年制：四技三年級 

系別：護理系 

考試科目（一）：內外科護理學 

         (含實驗) 
 

【注意事項】 

1. 請先核對考試科目是否相符。 

2. 本試題共 25 題，每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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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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因左心室衰竭住院，請回答 1-3 題 

1. 主要會出現下列哪些症狀？ ① CVP: 6-10 cm H2O  ② 肺微血管楔壓: 12-18 mmHg ③ 

呼吸急促 ④ 肺水腫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2. 住院期間曾出現急性呼吸困難、端坐呼吸、冒冷汗及咳出大量泡沫狀帶血痰。可能是出現 

麼合併症？ 

（A）肺水腫 

（B）肺栓塞 

（C）肺炎 

（D）心肌梗塞 

3. 有關王先生的護理措施，下列何者正確？ ① 給予morphine注射 ② 增加液體的攝入量 ③ 

平躺或頭低腳高的姿勢，以促進血液回流 ④ 給予毛地黃治療 

（A）①② 

（B）①④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4. 丁太太今天行經皮冠狀動脈整型術（PTCA），下列護理措施何者錯誤？ ①鼓勵病患檢查後

可立即下床如廁 ②監測病患之心電圖 ③給予 Coumadin 並注意APTT值 ④測量病患穿

刺部位近心端的肢端脈搏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5. 下列有關周邊動脈阻塞性疾病患者的護理措施，何者適當？ ①鼓勵戒菸及不吃含咖啡因之 

飲食 ②安排床頭抬高，雙腳下垂的姿勢 ③建議持續使用熱墊或下肢浸泡熱水 ④鼓勵 

每天走路，逐漸增加距離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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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心包膜填塞之臨床表徵，何者為正確？ ①中心靜脈壓升高 ②頸靜脈怒張 ③ 

吸氣時收縮壓升高 ＞10 mmHg ④心跳減慢。 

（A）①②③④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  

7. 協助病人進行柏格－艾倫氏運動（Buerger-Allen exercise）的目的為下列何者？ 

（A）改善大腦皮質缺氧之症狀 

（B）減輕肺部充血之情形 

（C）增進冠狀動脈的血流灌注 

（D）促進下肢血液循環，減輕疼痛。 

8. 下列有關 AIDS 的敘述何者錯誤？ 

（A）雞尾酒式療法是以兩種蛋白酶抑制劑加一種反轉錄酶抑制劑的療法 

（B）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抗體呈陽性反應 

（C）肺囊蟲肺炎是最常見且常導致 AIDS 病人致死的主因 

（D）當 CD4淋巴細胞數少於 200μl時應立即開始用藥治療  

9. 有關全喉切除術後的護理措施，下列何者適當？ 

（A）告知病患術後會有暫時性一個氣切口 

（B）病患清醒後若無嘔吐情形，即可拔除鼻胃管 

（C）病患坐起或翻身時，需以手支托後頸  

（D）缺乏學習動機的病患，語言訓練應以食道語為優先考量 

10. 左眼白內障病患接受囊內摘除術後的護理指導，下列何者正確？ 

（A）下床時盡量從右側下床  

（B）手術後傷口若有輕微發癢，可用熱敷消除 

（C）術後傷口疼痛不適，可使用阿斯匹靈止痛  

（D）手術後一週，即可搭機長途旅遊 

11. 有關缺鐵性貧血病患鐵劑補充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教導病人採空腹口服鐵劑後喝茶，較容易吸收 

（B）教導鐵劑可與維生素 C 一起服用 

（C）採 Z字型注射法執行鐵劑注射   

（D）鐵劑注射後須觀察有無發生過敏現象 

12. 針對慢性腎臟衰竭患者常出現的貧血現象，下列何者是最常見的醫療處置？ 

（A）給予鐵劑補充  

（B）給予輸血矯正貧血 

（C）給予高生理價值的蛋白質 

（D）給予紅血球生成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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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老太太第一次血液透析後出現頭痛、噁心、嘔吐、抽搐等不適時，其與下列何種情況有

關？ 

（A）代謝性鹼中毒 

（B）出血 

（C）感染 

（D）透析不平衡症候群 

14. 下列何者是腎前性(prerenal)急性腎衰竭的病因？  

（A）前列腺癌  

（B）心輸出量減少 

（C）腎絲球腎炎  

（D）輸尿管結石 

15. 王先生罹患失智症，最近易在感覺強烈尿意感後，隔了短暫時間尿意即不自主流出，此稱 

何種尿失禁？ 

（A）功能性尿失禁（functional incontinence） 

（B）急迫性尿失禁（urge incontinence） 

（C）溢出性尿失禁 （overflow incontinence）  

（D）壓力性尿失禁（stress incontinence） 

16. 下列四種結石型態，何者易在酸化尿液產生？ ①磷酸銨鎂結石 ②磷酸鈣結石 ③尿酸結石 

 ④胱胺酸結石。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17. 當救護車送入一位意識昏迷病患，其心跳：120 次/分，血壓：85/50 mmHg，呼吸速率：35 

次/分，呼吸有一股很濃的腐壞水果味，血糖為 550 mg/dl，推測此病患最可能之診斷為： 

（A）高血糖高滲透壓狀態（HHS） 

（B）乳酸中毒 

（C）糖尿病酮酸中毒（DKA） 

（D）低血糖昏迷 

18. 當病人 24 小時尿液香草扁桃酸 (Vanillylmandelic Acid; VMA)檢查結果顯示上升時，則 

其可能罹患： 

（A）庫欣氏症候群(Cushing's syndrome) 

（B）嗜鉻細胞瘤 (Pheochromocytoma) 

（C）愛迪生氏症 (Addison's Disease) 

（D）康氏症候群 (Conn's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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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教導病患噘嘴式呼吸之主要目的為何？ 

（A）使呼吸速率變慢 

（B）增加吸入的氧氣量 

（C）幫助鬆動分泌物 

（D）預防呼氣時小氣道早期塌陷 

20. 有關抽痰注意事項中，下列何者錯誤?  

（A）抽痰前先給 100% 氧氣 1分鐘  

（B）抽痰管直徑為氣管內館的 1/2-2/3 寬   

（C）由氣切處抽痰須插入 6-8吋   

（D）避免飯後立即抽痰 

21. 對於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出院衛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若無禁忌，鼓勵每日攝取 2,500 ml 以上液體  

（B）鼓勵攝取高碳水化合物飲食  

（C）避免到人多擁擠的場所  

（D）教導病患節省能量的方法 

22. 李先生因消化性潰瘍穿孔接受次全胃切除術（Billroth-Ⅱ），對於術後進食出現腹脹、噁 

心嘔吐、心悸、頭暈等症狀之護理措施，下列何者最適當？ 

（A）多攝取碳水化合物  

（B）用餐時多喝湯  

（C）採取少量多餐  

（D）進餐後多散步走動。 

23. 有關胰臟癌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好發於女性，預後佳  

（B）胰體及胰尾癌最常見 

（C）病患之血清 Amylase 會上升  

（D）上腹部及右側肋緣鈍痛為最常見之症狀。 

24. 下肢為受皮區之植皮手術病人，手術後第一天，下列護理措施何者錯誤？  

（A）避免用手直接接觸或壓迫傷口  

（B）監測傷口滲液或發出惡臭  

（C）鼓勵高蛋白、高熱量飲食 

（D）鼓勵病人下床活動。 

25. 有關急性胰臟炎的護理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A）依醫囑注射Morphine 止痛  

（B）協助病人臥床休息  

（C）由靜脈補充體液與電解質 

（D）禁止由口進食，並以鼻胃管減壓引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