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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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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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檢驗方式是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

的確診方法?  

（A）血清酵素檢驗(ELISA) 

（B）西方墨點法(Western blot) 

（C）聚合鏈連鎖反應(PCR) 

（D）顆粒凝聚試驗(PA) 

2. 有關全身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病人之護理指導，下列何者

錯誤? 

（A）若有腎衰竭情形則須限制蛋白質攝取 

（B）哺乳是可行的 

（C）女性病患宜採用避孕藥避孕方式為宜 

（D）建議步行、游泳等溫和運動，以不疲累為原則。 

3. 幫病患輸血(濃縮性紅血球)時，下列何者注意事項為錯誤?  

（A）剛開始的速度為 20-40 gtts/min 

（B）不良反應多發生在開始的 50-100ml 內，故須在床旁觀察 15 分鐘 

（C）血品出血庫之後應於 4 小時內輸完 

（D）若使用加壓袋，壓力不可以超過 200mmHg 

4. 林先生在接受化學及放射線治療後，WBC：1500/ mm³， Lymphocyte: 55%，Seg (neutrophil): 

20%，Hb：9.2 g/dl，試問其絕對嗜中性白血球（Absolute neutrophil count, ANC）為?  

（A）130/mm³ 

（B）300/mm³ 

（C）520/mm³ 

（D）825/mm³ 

5. 食道癌病患受腫瘤壓迫無法進食時，採取餵食性胃造口術或空腸造口術以利營養攝取，此

為癌症手術形式中的哪一種?  

（A）緩解(和)性手術治療 

（B）根治性手術治療 

（C）輔助性手術治療 

（D）支持性手術治療 

6. 腫瘤溶解症候群病人的醫療處置中，下列何者目的為鹼化尿液以預防尿酸沉積在腎臟?  

（A）輸注大量的生理食鹽水 

（B）輸注重碳酸氫鈉 NaHCO3 

（C）給予陽離子交換樹脂 Kayexalate 

（D）給予 Allopur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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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病患行氣切造口術後注意事項下列何者為非?  

（A）術後 24 小時分泌物多，應行蒸氣吸入 

（B）術後 24 小時擔心術後出血，應持續讓氣囊充氣以壓迫止血 

（C）每八小時以 2% chlorhexidine 漱口水行口腔護理 

（D）使用鎮靜劑要小心，以免抑制咳嗽反射 

8. 病人使用顱內壓監測期間，若發現波形塌陷或維持不動，可能的原因為何?  

（A）病人正在吐氣 

（B）壓力高到測不出來 

（C）管路鬆脫 

（D）三路活塞可能被轉成關閉狀態 

9. 對於腦震盪(brain concussion)的敘述，下列何者為正確?  

（A）它屬於結構性傷害 

（B）判斷腦實質傷害是易受傷後頭痛期間的長短作為指標 

（C）一般病人不會有腦水腫或腦出血的問題 

（D）多發生在撞擊處對側的腦傷害 

10. 以藥物控制癲癇之發作時，所應注意的事項下列何者為是?  

（A）多種藥物的低劑量使用比單一藥物大劑量使用較具效果 

（B）手術治療是治療癲癇的第一線選擇 

（C）治療期間若病人都沒有發作，則可以停藥 

（D）使用 Phenytoin（Dilantin）需與胃藥間隔半小時，以免影響血中濃度 

11. 針對視網膜剝離手術後衛教的重點何者為錯誤?  

（A）術後初期病人須採全天俯臥 

（B）術後 2-3 週避免閱讀 

（C）術後眼睛腫脹衛教可以冰敷以緩解不適 

（D）術後一個月再更換眼鏡 

12. 有關腔隙症候群的評估與處置，下列何者錯誤?  

（A）最早出現的症狀是感覺異常 

（B）腔隙症候群出現時要立即解除壓迫的來源 

（C）患肢抬高需高於心臟，以減輕肢體腫脹 

（D）皮膚蒼白，指甲床微血管充填會大於 3 秒以上 

13. 教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採用橫膈式呼吸與噘嘴式呼吸的目的，下列何者正確？①降低

呼吸作功②增加呼吸速率③減少潮氣容積④促進二氧化碳的排出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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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燒傷後心臟血管系統之變化，下列何者錯誤?  

（A）血管壁滲透性增加，形成局部水泡及水腫 

（B）燒傷面積超過 15～20％，數小時內會發生全身水腫 

（C）組織受傷後早期會有低血容積情形 

（D）組織受傷後早期會出現血鉀過低 

15. 有關肋膜積水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觸診震顫在積水部位會明顯增強 

（B）是由肋膜腔內微血管滲透壓減少或淋巴回流量增加所致 

（C）滲出性肋膜積水（exudative pleural effusion）顏色深、內含蛋白質＞3 gm/dL 且比重 

    ＞1.018 

（D）漏出性肋膜積水（transudative pleural effusion）主要是由炎症病變所引起 

16. 有關心律不整之治療，下列何者正確?  

（A）2∘A-V block 可採去纖維震顫術改善 

（B）3∘A-V block 可使用頸動脈竇按摩方式改善 

（C）心房早期收縮(Atrial premature contraction APC)不需要特別治療 

（D）心房纖維顫動(Af)可口服 Heparin 以避免血栓形成 

17. 僧帽瓣逆流或狹窄的病人，易出現下列何種症狀？①呼吸困難 ②下肢水腫 ③端坐呼吸 

④咳嗽⑤肝腫大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⑤ 

（D）②④⑤ 

18. 有關急性胰臟炎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最常見的病因為膽石症及酒精②血清澱粉酶

（amylase）及鈣（calcium）上升③出血性胰臟炎會出現 Rovsing sign④會造成電解質及酸

鹼不平衡  

（A）①④  

（B）①② 

（C）②③ 

（D）③④ 

19. 慢性腎臟病（CKD）病人之抽血檢查結果：GFR：20 c.c./min / 1.73m²、serum creatinine：

8.0 mg/dL，依此結果，病人是處於 CKD 的第幾期?  

（A）第二期 

（B）第三期 

（C）第四期 

（D）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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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對於蔡先生在急診室測得的動脈血氧氣體分析結果：pH: 7.25、PaCO2: 31 mmHg、HCO3
-
: 

18 mEq/L 之判讀，下列何者正確?  

（A）此為呼吸性酸中毒 

（B）此為部分代償性呼吸性酸中毒 

（C）此為代謝性酸中毒 

（D）此為部分代償性代謝性酸中毒 

21. 下列何者最可能造成病人出現昏迷、呼吸快而深、血清滲透壓 300 mOsm/kg、血糖值 400 

mg/dL 的臨床表徵？ 

（A）蘇莫吉效應（Somogyi effect） 

（B）糖尿病性酮酸中毒 

（C）高血糖高滲透壓狀態 

（D）急性肝昏迷 

22. 有關抗利尿素分泌不當症候群（SIADH）病人的護理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A）需預防與高血鈉有關的潛在性傷害 

（B）遵守與執行限制液體措施 

（C）密切監測血壓、中心靜脈壓及血漿滲透壓的變化 

（D）監測有無出現肌肉抽搐或昏迷等中樞神經傷害 

23. 血液透析病人之液體攝取量的估計原則，下列何者最適當?  

（A）前一日尿量加排汗量 

（B）取決於下肢水腫程度 

（C）兩次透析間體重增加必須控制在 2.0 公斤以內 

（D）兩次透析間體重增加以不超過其乾體重 5% 

24. 有關敗血症治療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若感染部位為中心靜脈注射，應盡速將管路拔除 

（B）應立即給與抗生素使用後採集血液培養 

（C）予輸液治療並維持中心靜脈壓≧8 cmH2O 

（D）血壓低時應給與升壓劑使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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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