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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宏為家中獨子，父親是成功企業家，因工作關係常不在家，對阿宏要求很高，很少稱讚。阿宏上國

中後開始瘋狂追逐並模仿某一韓籍男星的穿著舉止，多日曠課且計劃去韓國，此種行為最可能是下列

何項心理防衛機轉？

取代作用（substitution） 幻想作用（fantasy）

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 仿同作用（identification）

2 下列有關精神障礙病人的權利，何者正確？

不得對未經過知情同意權的病人進行臨床試驗

在慢性精神療養中心為統一管理病人，對於出現退化行為的病人，應予以約束

病人因為精神疾患，無權查閱自己的病歷及護理紀錄，只能由法定同意人或律師查閱

慢性精神病人，最好進入機構療養，避免回到社區生活

3 鋰鹽（lithium）是治療雙相情緒障礙症（bipolar disorder）之重要的情緒穩定劑，當病人持續使用鋰鹽治療

時，必須定期醫療檢查的項目，下列何項正確？①肝臟功能 ②腎臟功能 ③甲狀腺功能 ④肺臟功能

①② ②③ ①③ ①④

4 病人因罹患厭食症入院治療，母親說病人多次表示自己並非其親生的，很恨母親。但病人於會談中告

訴護理師：「母親非常完美，而且非常懂得如何愛小孩。」病人主要使用何種防衛機轉？

否認（denial） 反向（reaction formation）

壓抑（suppression） 內射（introjection）

5 護理師在進行精神病人的行為治療過程中，依病人特性設計有效的行為治療計畫，其常用的治療技術，

下列何項正確？①正增強 ②認知療法 ③代幣制度 ④行為逐步養成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6 護理師在照顧精神疾病病人服藥時，下列關於評估病人可能出現服藥副作用的敘述，何者正確？

服用 clozapine 者最需要注意靜坐不能（akathisia）的發生，應評估其焦躁、來回走動的情形

服用 chlorpromazine 者最需要注意光過敏反應的發生，應提醒避免直接日曬

服用 haloperidol 者最需要注意體重增加與月經不規則的可能，應主動給予護理指導

服用 sulpiride 者最需要注意顆粒性白血球缺乏症的發生，謹慎監測全血球計數

7 40 歲的張小姐患有憂鬱症，某日向護理師抱怨：「吃藥讓我覺得非常不舒服，可否請你告訴醫生？」

下列何項護理師的回答較為合適？

妳應該樂觀一點，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醫生是為了妳好，妳不要拒絕吃藥！

下次看診時直接跟醫生說就可以了！ 請再仔細描述是怎麼樣的不舒服？

8 阿雄國小三年級，自從父母離婚後，與母親相依為命，但於母親再婚後出現翹課、不參加活動，顯

得鬰鬰寡歡，母親極為苦惱而接受家庭治療的幫助，有關其家庭治療的主要目的，下列何項正確？

①矯正個人性格的偏差 ②改善家庭功能 ③協助家庭改善問題 ④改善家庭成員的互動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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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8 歲林先生，騎車時發生嚴重車禍，之後持續出現睡不著、惡夢連連、感覺還聽到撞車時的剎車聲，

抱怨被截斷的左腳似乎猶存，感到極度疼痛，常獨自在家中生氣，也不敢再經過車禍地點，上述症狀

持續 1 個月以上，下列何項為最可能的問題？

重度憂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 恐慌症（panic disorder）

10 團體成員在團體中，覺得自己的問題不再是那麼特殊，可以分享各自的感受，而得到相互支持，這項

團體的治療性因子，下列何項正確？

利他性（altruism） 寄予希望（installation of hope）

普及性（universality） 情感的解脫（catharsis）

11 王女士平日容易緊張且抱怨晚上睡不好，醫師開立 triazolam（Halcion）0.25 mg 睡前服用，護理師給予

服藥注意事項之指導，下列何項正確？①注意暈眩並防跌倒 ②造成靜坐困難 ③避免同時吃葡萄柚 

④避免同時服用紅黴素（erythromycin）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12 賴小姐 30 歲，不能接受男友要與別人結婚，覺得活著沒意義，不如一死，遂以割腕及服藥方式自殺。

有關照護賴小姐的重點，下列何者正確？①房間儘量安排靠近護理站 ②避免與個案討論自殺行為 

③評估病人自殺危險程度，採取密切觀察 ④與病人訂定不自殺契約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13 朱同學 16 歲，因重度憂鬱症而住院治療，有關其住院時之環境治療，下列敘述何項正確？①環境須是

高度結構化及控制的 ②以外在的控制處理其抗拒行為 ③協助個案統整好的／壞的自我 ④支持個

案的自我探索及提供希望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14 有關精神病理學症狀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病人認為電視、收音機、或報紙所載知識與自己有關，為關係妄想（delusion of reference）

病人認為自己思想與感受都隨時被他人所知悉，為被控妄想（delusion of being controlled）

病人認為自己變強大是因腦子被植入晶片，心臟被放節律器，為虛無妄想（nihilistic delusion）

病人認為護理師向他微笑，就是對自己有意思或愛上他，想進一步交往，為誇大妄想（delusion of grandeur）

15 對憂鬱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憂鬱症狀經過治療好轉，就不必再吃藥

女性憂鬱症比例高過於男性

憂鬱症個案的人格結構本我較強，超我較弱

個案常將自己的憤怒及敵意外射，進而產生罪惡及自責

16 下列何項症狀屬於布洛伊勒所提 4A 的自閉症狀？

李小姐坐在大廳自言自語且自笑

莊先生在談到母親去世的事，在唱卡拉 OK 時流下眼淚隨即又大笑

吳先生外觀髒亂

方太太認為自己的住家附近有高壓電，所以傷到腦部才會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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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丁小姐 28 歲，40 公斤。第一次住急性病房，診斷為雙相情緒障礙症。目前剛住院第 3 天，喜濃妝、著

清涼亮麗服飾、三餐進食不定，行為忙碌，逢人展現自己的創作圖畫。請依此回答第 17 題至第 19 題。

17 身為主護護理師，此階段照護何者最重要？

限制活動地點，以減少與病友互動 安排書法活動，協助穩定情緒

監測進食質量，提供高熱量食物 解說住院目的，以建立病識感

18 丁小姐出現濃妝、著清涼亮麗服飾，主動進入異性的房間，找異性聊天，下列何項措施最適宜？

帶入保護室隔離，減少干擾行為 限用物品，收回化妝品與衣物

了解行為原因，引導轉移注意力 四肢約束 1 小時，提醒不當行為

19 丁小姐害怕服鋰鹽，擔心青春痘與發胖的副作用，下列何種護理處置最為適切？

保證絕無藥物副作用 請醫師更改處方

將藥物磨粉放入飲料中 先同理與傾聽其感受

20 許太太入院第 1 天時，懷疑飯菜被下毒，拒絕進食，護理師已告知個案飯菜未被下毒，但個案仍不願

進食，請問下列護理措施何項最適合？

依照個案要求，購買罐裝食物

用餐時間，工作人員坐在個案旁邊，以確保其安全感，以利進食

工作人員戴手套及口罩拿餐點給個案，以確保食物在嚴密保護下未下毒

帶個案外出到餐廳選擇自己愛吃的食物

21 蔡小姐診斷為思覺失調症，第一次發病，護理師觀察到個案眼神閃爍，站在病室前，神情緊張，個案

告訴護理師一直聽到有人在罵自己醜女人，我真的好痛苦，下列護理師的回應何者最適切？

直接告訴個案那是幻聽，並請個案嘗試轉移注意力

「妳似乎很在意別人對妳外表的批評？願意談談妳對自己外表的看法嗎？」

妳認為自己很醜嗎？

安排個案進保護室，減少刺激以改善幻聽狀況

22 方小姐 28 歲，診斷為思覺失調症，因與宮廟工作人員發生衝突，入院治療，護理師觀察到個案喃喃

自語，時而發笑，時而側耳傾聽，表示觀音菩薩正在跟她說話，請護理師別吵她，護理師的回應，下

列何項較適當？

「觀音菩薩要妳做什麼？」 「那個聲音在跟妳說什麼？」

「神明在指示妳什麼？」 「那個幻聽在跟妳說什麼？」

23 楊女士 25 歲，半個月以來情緒高昂，不斷參加社交活動，一直找人講話，但話題常跳躍，若別人聽

不懂，就生氣罵人，晚上不睡覺，半夜外出，家人擔心安危，故入院治療。下列何者最可能為楊女士

的症狀？

躁症發作（manic episode） 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

失智症（dementia） 創傷後壓力症

24 承上題，楊女士有活動過多情形，安排下列何項活動較適合？①寫書法 ②繪畫 ③下棋 ④剪紙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代號：5106
頁次：8－4

25 陳女士 45 歲，診斷思覺失調症，已有 20 年病史，無明顯急性症狀，有部分自我照顧能力不足，下列

護理措施何項較適合？

餵陳女士吃飯

逐步引導陳女士準備洗澡用物

固定時間請家屬至醫院幫陳女士洗澡

與家屬討論，付費請功能較好的病友幫陳女士洗衣服

26 下列有關社區精神復健的照顧重點敘述，何者最適切？

須增加病人適應社會生活所需的問題解決能力

應每 15 分鐘評估病人自殺意念的危險程度

須加強建立病人角色功能

應協助病人改善其急性精神症狀的穩定度

27 王小姐，1 年多來在電梯內及地下室特別容易焦慮不安及恐懼，會儘量迴避到這些場所，雖能認知此

種害怕並不合理，但自己卻無法控制，其症狀最有可能為下列何項？

社交畏懼症（social phobia） 恐慌症

特定場所恐懼症（agoraphobia） 是一種長期性非情境性的慢性焦慮

28 王同學診斷妄想症，某科考試不及格，出現易怒，無法與人互動，最近因為症狀嚴重故入院治療，住

院第 4 天，會談時表示同學們忌妒他成績比較好，都會中傷他，老師也受到其他同學的挑撥，對他特

別嚴格，會談中出現哭泣現象，此時護理師的措施何者最適切？

與病人探討妄想症狀的原因

與病人分享自我失敗經驗，並鼓勵病人絕對可以走過這不舒服階段

以和緩的態度詢問病人「為何大家都針對你，而不針對別人呢？」

陪伴並傾聽病人的表達及感受

29 李同學為自閉症類群障礙症病人，某日於團體治療時聽見救護車經過的聲音隨即尖叫拍打頭部，下列

何種處置較合宜？

鼓勵他用言語表達感受 依醫囑提供鎮定藥物

引導團體成員給予支持 暫停其課堂活動給予短暫隔離

30 人格違常的護理措施主要針對病人所出現之特殊行為或症狀處理，常見的問題行為下列何者正確？

①自我傷害 ②操縱 ③衝動行為 ④自我照顧能力缺失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31 李同學 10 歲，是智能不足的兒童，因為在學校常與同學發生衝突並出手打壞同學眼鏡，學校護理師

對於其暴力行為擬定行為修正約定：如果 1 天都未出現任何肢體攻擊，下列處置何者最適當？

可以獲得 3 張小小兵的娛樂點數 不用罰寫國語課本的內容

取消下課後整理課桌椅的規定 紀錄 3 天皆能遵守約定，才給與文具獎勵

32 李小姐因厭食症住進精神科急性病房，身高 158 公分，體重由原 56 公斤，在半年內降至 36 公斤，因

在家昏厥而入院，於靜脈注射後已恢復意識，但不願進食，住院第一週首要的護理措施為何？

提供精神動力分析 建立飲食行為約定 提供認知治療 提供家庭治療

33 為促進社區中慢性病人與家屬的溝通，護理師應扮演何種角色？

組織病人自助團體與家屬抗衡 指責家屬對病人絕望的態度

教導家屬如何照顧社區生活的病人 通報警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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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有關精神科居家護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社區體系的居家護理服務，目前開放社工師和心理師一同擔任照護工作

醫院體系的居家護理服務，多以護理師提供家庭訪視為主

收案條件之一，須為症狀明顯干擾家庭及社區生活，並未拒絕就醫者

健保提供給付費用，且依地理位置偏遠與否，另有交通補助

35 林護理師為協助病人返家居住，進行家庭評估與提供服務的內容，下列措施何者最適當？

需評估此家庭對個案的態度 不需了解此家庭成員的健康狀態

需滿足此家庭的經濟需求 讓每位家屬皆能接受病人返家居住

36 王小姐 30 歲，診斷思覺失調症，參與社區俱樂部的活動，透過工作人員的協助，了解自己的問題、

激發自己想改變行為的動機，並享有自決的能力，下列何者為王小姐主要採用的復元模式？

醫療模式 復健模式 賦能模式 機構模式

37 張先生住院，因為暴力攻擊事件已進行約束 2 小時，醫療團隊共同討論是否應解除其約束，關於解除

約束的評估，下列何項最適切？

張先生的被害妄想對象是同房病友，需要持續約束

張先生目前情緒穩定，團隊評估後可解除約束

考量夜班人力較少，應約束至白班人力足夠時再評估是否解除約束

考量張先生已約束 2 小時，應該解除約束給病人表現的機會

38 李先生在門診出現言語謾罵、挑釁，當護理師前來說明時，隨即打護理師，並生氣的說：「我等 2 小

時，都還沒看到我」，李先生的行為較屬於下列那一項？

焦慮（anxiety） 激躁（agitation） 焦躁不安（irritable） 暴力（violence）

39 承上題，李先生因情緒失控打護理師，下列何項護理措施較優先？

立即將李先生約束，以避免傷及無辜

安撫李先生情緒，提供安靜單獨的環境等待，說明門診的叫號原則

請李先生進入另一診間，優先為其看診

尋求人力支援，維持李先生及他人安全

40 張先生 48 歲，參與精神科日間留院復健活動，案妹轉述個案不常洗澡有異味，房間地上堆滿雜物，

案妹擔心個案相關照顧問題。下列何項為張先生最需要的照護？

生活自我管理 安排社會參與 轉介庇護性工作 進行危機處置

41 有關政府對偏鄉醫療照護提供之措施，下列何者正確？

朝「病人動，醫師不動」的方向努力 建構偏鄉數位資訊醫療照護網絡及電子病歷

基層醫療院所支援陸海空緊急醫療後送 積極新建離島醫學中心

42 孕期婦女加強葉酸攝取是屬於三段五級預防措施的何項層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43 某城市的生命統計指標顯示，粗出生率為 16‰，遷入率為 24‰，粗死亡率為 4‰，遷出率為 14‰，

其社會增加率為何？

 10‰  12‰  22‰  40‰

44 欲得知 18～65 歲民眾發生慢性腎臟病的危險因子，下列何種研究方法短時間內可得到結果？

生態研究法（ecological study） 橫斷研究法（cross-sectional study）

世代研究法（cohort study） 病例對照法（case-contro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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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關於登革熱之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登革病毒有四種血清型別，每一型都具有感染致病的能力

治療登革熱沒有特效藥物，以症狀治療為主

先後感染同型別之登革病毒，會有更高機率導致較嚴重的症狀

對於疑似個案可使用登革熱 NS1 抗原快速篩檢

46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中預防失能的服務，包括下列那些項目？①口腔保健 ②認知促進 ③膳食營養 

④職業訓練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47 有關社區增能（empower）的描述，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是由上而下的決策行動過程 是一種平等的權力關係

是一種平等式互動與對話 是民眾主動參與社區健康相關活動

48 有關全民健保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屬於強制性的社會保險制度 基本理念為危險共同分擔

採財務獨立制，自給自足 未繳交保費者，健保卡即被鎖卡

49 有關社會資源運用的原則，下列何者不是優先考量的項目？

社區或團體的需要 民意代表的意見

資源的質量與持續性 資源的合理分配

50 下列何種方式可以蒐集社區居民對社區問題的了解及解決的動機，有助於排定執行的優先次序？

問卷調查 民意團體過程

擋風玻璃式調查 文獻查證

51 護理師對某社區進行社區健康評估後，發現高血壓盛行率、腦中風死亡率、登革熱發生率、心臟病盛

行率皆高於其他社區，依據弗里門（Freeman）決定護理優先次序的預防效果，下列何項問題應優先

處理？

高血壓 腦中風 登革熱 心臟病

52 依據 Friedman 家庭內在結構的基本要素，下列何者正確？①發展結構 ②功能結構 ③溝通過程 

④價值系統

①② ①④ ②③ ③④

53 下列何者不是「渥太華憲章」提出的健康促進五大行動綱領所包含之內容？

發展高科技精準醫療 建立健康的公共政策

發展個人技能 重整健康服務體系

54 推動酒駕罰則以降低酒後駕車事故發生率，是屬於下列何種健康促進介入措施？

社會改變 社區賦能 行為改變 衛生教育

55 有關社區護理師在推動健康促進計畫的角色與功能，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進行社區健康評估，與民眾共同確認社區健康需求

主要擔任研究者角色，為民眾規劃、執行與評價健康促進計畫

運用以實證為基礎的健康促進策略來增進民眾執行健康生活型態

善用機會參與健康政策制訂，協助民眾解決健康問題，進而促進其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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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有關講述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教材應儘量抽象化，口語表述時再講清楚

對成人而言，講述法最適合的時間是 40～50 分鐘左右

具組織性，可在短時間內提供傳達大量知識

是一種問題導向式的學習方式

57 有關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食品及食品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何者不需要強制性標示？

食品淨重、容量或數量 食品添加物名稱

製造方法 製造廠商

58 有關醫療廢棄物的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按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感染性廢棄物可在室溫下貯存 7 日

不可燃的感染廢棄物經滅菌處理後，採用衛生掩埋法處理

可燃的感染廢棄物用黃色容器收集，採用焚化處理

放射線廢棄物應收集於紅色塑膠袋交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處理

59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發布室內空氣品質標準，各項室內空氣污染物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二氧化碳（CO2）1,000 ppm/8 小時值以下 一氧化碳（CO）100 ppm/8 小時值以下

甲醛（HCHO）1 ppm/1 小時值以下  PM2.5 懸浮粒子 75 μg/m3/24 小時值以下

60 有關免疫力（immunity）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自然被動免疫－新生兒經由胎盤獲得母體抗體

人工被動免疫－給予接種者疫苗來產生免疫力

人工主動免疫－給予接種者免疫球蛋白

自然被動免疫－感染傳染病後獲得免疫力

61 社區護理師將有健康問題的家庭收案並建卡，針對所擬訂的護理計畫，提供護理服務和指導。這是扮

演下列何種角色？

代言人（client advocate） 諮商者（counselor）

監督者（supervisor） 個案管理者（case manager）

62 有關卡加立的家庭評估模式（Calgary family assessment model），其中家庭內在結構的評估項目，下列

何者錯誤？

家庭界限 家庭組成 家庭次系統 家庭發展階段

63 若要探討慢性疾病的致病機轉，下列那種致病模式最不適合？

網狀模式 輪狀模式 三角模式 螺狀模式

64 有關更年期婦女骨質疏鬆危險因子的敘述，下列何者較不適當？

過度防曬 動情激素濃度低 體位過重 缺乏運動

65 關於口服避孕藥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通常為 1 個月份 30 粒裝 在月經來潮第 5 天開始服用

計劃懷孕時，應停藥 1 個月後再懷孕 其原理是促進子宮內膜增生

66 有關兒童視力保健方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最適當？

閱讀時書與眼睛距離 20 公分左右 距離電視機對角線的 2～3 倍

每看電視 30 分鐘眼睛要休息 10 分鐘 電視機畫面的高度要高於眼睛正面視線 15 度

67 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未滿 40 歲一般作業員至少多久做 1 次健康檢查？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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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某糖尿病學童在校發生手抖及冒冷汗現象，學校護理師測量其血糖為 55 mg/dL，下列何者護理處置最

適當？

請該學童即刻吃一個雜糧麵包 給與果汁，待 10 分鐘後再測一次血糖

通知家長並送該學童至急診就醫 因血糖仍在正常範圍內，不予處理

69 有關改善教職員不適當飲食型態的衛生教育之目的，下列何者最不適切？

增加教職員健康飲食的知能 培養教職員在健康飲食攝取的責任感

改變教職員對健康飲食的態度 改善學校廚房設備

70 有關居家護理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是長期照顧中最早發展的照護模式

由護理師及醫生定期前往個案家中訪視

協助行動不便的個案在家能獲得適當的醫療照護

居家護理的服務費用及交通費用均由健保給付

71 長期暴露於何種物質的工作環境中，最容易導致罹患帕金森氏症候群？

錳 鉛 鎘 砷

72 根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有關勞工健康檢查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不分作業性質年滿 65 歲的員工每年需做 1 次特殊健康檢查

游離輻射作業員工的健康檢查結果保存 7 年後即可銷毀

粉塵作業勞工的特殊健檢項目需包含肺功能檢查

職場勞工健康檢查的安排由職業醫學專科醫師排定

73 有關「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對於原住民在長照政策推動的困境原因，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交通不便形成地理的障礙 醫事及照護人力不足或流動率太高

文化語言的障礙 家庭照顧者人數過多，導致溝通不良

74 有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顧管理專員之職責，下列何者錯誤？

受理民眾之申請、資格審查 執行照管工作 1 年後進行複評

照顧管理需求評估 初審照顧計畫

75 高齡社會（aged society）是指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為何？

 7%  14%  20%  25%

76 周先生近日痛風頻繁發作，社區護理師進行家訪衛教，下列何者錯誤？

多攝取豆苗、蘑菇等新鮮蔬菜 避免飲用啤酒

每日飲水 2,000 mL 以上 定期檢查腎功能

77 有關慢性病的特性，下列何者錯誤？

初期通常沒有明顯症狀 穩定控制代表治癒

早期發現可避免疾病惡化 可能會造成失能

78 社區護理師教導民眾測量血壓，下列何者錯誤？

在沐浴、飲酒、飯後半小時內不要測量

每日固定時間測量

建議穿著寬鬆衣服，衣袖不可太緊

第一次測量需左、右手皆測，爾後以數值較低的手為準

79 下列何項血液檢查可以反映出糖尿病病人長期血糖控制是否良好？

酮體 血糖 糖化血色素 紅血球生成素

80 張老太太是中度失智症個案，近日家屬對個案常尿濕褲子而困擾，有關社區護理師的護理指導，下列

何者最適當？

避免自尊受挫，建議為個案包成人尿布 避免過多液體攝取，建議 1,500 mL 以下

定時帶個案如廁 建議為個案使用束腹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