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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題目 解析 

1. 中度氣喘病患每日使用計量吸入器(MDI)吸入β2

支氣管擴張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若需要連

續噴兩次劑量，兩次之間必須少於 3分鐘 (B)注意

老人或心臟病患者使用後，是否有心跳加快現象 

(C)吸入數分鐘即可產生作用，且持續 4~8小時 

(D)應緩慢深吸氣，將噴霧液吸入肺內，停止呼吸

數秒鐘後，再緩緩吐氣。 

若需要連續噴兩次劑量，兩次之間間隔 1 分鐘

左右。 

2. 有關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患者使用氧療法的注意

事項，下列何者錯誤？(A)使用鼻套管時，以每分鐘

1~2 公升流速提供氧氣 (B)以低濃度氧氣，維持 PaO2

在 45~50 mmHg 左右 (C)維持周邊血液血氧飽和度在

90%以上 (D)卞德里氏面罩(Venturi’s mask)可提

供較精準的氧氣濃度。 

以低濃度氧氣，維持 PaO2 在 50~65 mmHg 左右。 



3. 有關氣喘病患用藥的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A)使用多種吸入藥物時，最先使用選擇性 β2促進

劑，再用抗乙醯膽鹼藥物 (B)每次使用類固醇吸入劑

後，都應確實漱口，以免造成念珠菌感染(C)使用其

他支氣管擴張劑 20~30分鐘後，方可使用肥大細胞穩

定劑(mast cell stabilizers) (D)使用 Alupent及

Aminophylline 時，易產生幻覺現象。 

Alupent是β 激發劑， 其副作用是心跳加速、

震顫、頭暈；Aminophylline是甲基黃嘌呤，其

副作用是心跳加速，頭暈、噁心。 

5. 有關噘嘴呼吸(pursed-lips breathing)的敘

述，下列何者錯誤？(A)延長吸氣時間，以增加吸氣

容積 (B)不會因用力吐氣而導致肺部早期塌陷 (C)

藉由自行控制呼吸而減少恐慌 (D)可減慢呼吸速率

及增加潮氣容積。 

延長吐氣時間，以增加吐氣時呼吸道之正壓， 

預防呼吸道塌陷。 

6. 有關支氣管鏡檢查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

檢查前，必須移除活動假牙並禁食至少 6小時 (B)

檢查前，會使用 Atropine抑制咳嗽或作嘔反射 (C)

檢查時，可經由支氣管直接取得切片組織或標本 (D)

檢查後，病患可立即進食。 

有作嘔反射時才可由喝少量水開始進食，以免

造成呼吸道異物吸入。 

8. 有關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肺功能檢查結果，下

列何者正確？(A)肺活量增加 (B)總肺容量減少 (C)

用力呼氣流速增加 (D)第 1秒用力呼氣容積減少。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功能的變化：(1) 肺

活量↓，肺餘容積↑，肺總量不變。(2) 第1秒

用力呼氣容積(FEV1)↓，尖峰吐氣流速(PEFR)

↓，用力呼氣流速(FEF25~75%)↓。 

11. 下列哪些是施行姿位引流(postural drainage)

的禁忌對象？(1)顱內壓升高 (2)心肌梗塞 (3)慢性

支氣管炎 (4)消化性潰瘍。(A)(1)(2) (B)(3)(4) 

(C)(1)(3) (D)(2)(4)。 

(1)顱內壓升高病人若採姿位引流會引起顱內

壓上升；(2)心肌梗塞病人採半坐臥姿可獲得較

佳之氣體交換。 

12. 連枷胸(flail chest)患者因下列何者造成低血

氧？(A)死腔增加 (B)肺泡順應性增加 (C)肺泡彈力

降低 (D)肺高壓。 

連枷胸因至少有兩個以上肋骨骨折造成逆行性

呼吸， 死腔增加，因此無法有充分通氣而造成

低血氧。 

13. 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患者使用呼吸器之

醫護處置，下列何者正確？ (1) 使用

PC-IRV(pressure control-inverse 

ratioventilator)，以延長吸氣時間 (2)建議 PEEP

設定於 15~20 mmHg(3)確認氣囊壓力在 20~25 cmH2O 

(4)維持 PaO2在 80~90 mmHg。(A)(1)(3) (B)(2)(3) 

(C)(3)(4) (D)(1)(4)。 

 

 

 

呼吸窘迫症者以呼吸氣治療應採容積監測型模

式，而非壓力控制模式，PaO2維持在60 mmHg 

SaO2≧90%，以免氧中毒。 



14. 根據 2003年修訂的 GOLD COPD 診療準則，有關

第二期 COPD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FEV1/FVC

＜70%，需規則使用長效型支氣管擴張劑 (B)FEV1 

30~50%，需使用短效型支氣管擴張劑 (C)若呈現缺氧

現象，需長期使用氧氣治療 (D)若反覆出現惡化現

象，可加上吸入型類固醇規則使用。 

(B)(D)FEV1 30~50%為第三期，若反覆出現惡化

現象，可加上吸入型類固醇規則使用；(C)呈現

缺氧現象為第四期，需長期使用氧氣治療。 

17. 有關肺炎的護理措施，下列何者錯誤？(A)協助

患者臥床休息，以減少對氧氣的需求量 (B)鼓勵常作

深呼吸及有效咳嗽，以助肺擴張 (C)鼓勵每天攝取

2,000~3,000 c.c.液體，以助稀釋痰液(D)避免使用

噴霧治療，以防造成肺水腫。 

噴霧治療可協助移除分泌物。 

18. 有關胸腔水下引流裝置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單瓶裝置中的水下引流管需沒入水中 10~20公分 

(B)雙瓶裝置中連接病人胸管的瓶子稱為水封瓶 (C)

三瓶裝置的抽吸壓力是由抽吸控制瓶所決定 

(D)Pleur-Evac裝置的結構與原理都類似於雙瓶裝

置。 

(A)單瓶裝置中的水下引流管需沒入水中約2公

分左右；(B)雙瓶裝置中連接病人胸管的瓶子稱

為收集瓶；(D)Pleur-Evac裝置的結構與原理都

類似於三瓶裝置。 

20. 肺塵症病患因呼吸衰竭接受氣管內插管及呼吸

器治療。某日，突然意識改變、呼吸費力，右肺呼吸

音消失、叩診為鼓音、觸診氣管偏向左側。病患可能

出現何種合併症？(A)開放性氣胸(open 

pneumothorax) (B)張力性氣胸(tension 

pneumothorax) (C)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 (D)急性呼

吸衰竭。 

張力性氣胸會引起呼吸窘迫，呼吸音消失，縱

隔移位，氣管偏向健側。 

23. 粉紅色河豚(pink puffer)在臨床上常用來形容

何種病患的外觀？(A)氣喘 (B)肺氣腫 (C)肺塵症 

(D)呼吸衰竭。 

肺氣腫病人之肺部過度充氣(puffer)，似河豚

狀，而動脈血氧正常，皮膚呈粉紅(pink)，故

稱粉紅色河豚。 

24. 有關肺功能測試(pulmonary function test; 

PFT)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可用來鑑別阻塞性

及限制性肺部疾病 (B)肺活量(vitalcapacity)＝VT

＋IRV－ERV (C)功能性肺餘量(functional 

residualcapacity)＝RV＋ERV (D)用力呼氣流速

(FEF 25~75%)對於較小呼吸道阻塞具敏感性。 

 

 

 

 

 

肺活量(vital capacity)＝VT＋IRV＋ERV。 



26. 有關肋膜積水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正常

人肋膜腔液體約 50~100 c.c. (B)胸部 X光的肋膜橫

膈膜角(costophrenic angle)變成銳角時，顯示病患

可能有肋膜積水 (C)血管膠質滲透壓降低會導致漏

出性肋膜積水(transudative pleural effusion) 

(D)滲出性肋膜積水(exudative pleural effusion)

是由非炎症性病變造成。 

漏出性肋膜積水是因膠體滲透壓下降所致，並

非發炎反應所引 

起；滲出性肋膜積水是因腫瘤或細菌感染所致。 

27. 接受鈣離子拮抗劑 Adalat(nifedipine)治療的

病人應隨時監測下列哪一項變化？(A)血壓 (B)尿量 

(C)視力 (D)聽力。 

Adalat(nifedipine)可放鬆冠狀動脈及周邊血

管的平滑肌， 降低周邊血管阻力，而有降血壓

效果。 

28. 下列何者不是腹主動脈瘤破裂的典型臨床表

徵？(A)腹部腫塊(B)後背疼痛 (C)血壓下降 (D)尿

量增加。 

腹主動脈瘤破裂的典型臨床表徵：腹部腫塊、

後背劇痛、休克症狀如血壓下降等。 

29. 高血壓病人較適合攝取下列何種食物？(A)煙燻

香腸 (B)西瓜切片 (C)榨菜麵湯 (D)乳酪蛋糕。 

飲食宜採多蔬果、低脂肪、低鈉飲食。 

30. 有關心絞痛臨床表徵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休息時胸痛加劇 (B)運動時胸痛加劇 (C)激動時

胸痛加劇 (D)疲勞時胸痛加劇。 

休息可緩解疼痛。 

31. 下列何者不是心肌梗塞病人性活動前的適當措

施？(A)服用硝化甘油(NTG) (B)飲用酒精 (C)前戲

愛撫 (D)溫水淋浴。 

心肌梗塞病人性活動前不要飲用酒精、洗熱水

澡、飽餐。 

33. 急性心肌梗塞病患可接受下列何種藥物，以溶解

冠狀動脈內的血塊？ (A)Coumadin 

(B)Dobutamine(C)Metaraminol(D)Streptokinase。 

Streptokinase是血栓溶解劑—鏈球菌激素（鏈

激酶）。 

35. 為早期偵測高血壓病患有無合併症的發生，護理

人員應該特別評估下列何種感覺？(A)視覺 (B)聽覺 

(C)味覺 (D)觸覺。 

高血壓會造成動脈的傷害，以視網膜小動脈最

容易觀察。 

36. 下列何者可做為心臟衰竭病患接受氧氣治療後

的療效指標？(A)心電圖 (B)動脈血液氣體 (C)中心

靜脈壓 (D)血液中電解質數據。 

動脈血液氣體分析或氧氣飽和度監視器皆可作

為氧療的療效 

指標。 

38. 有關聽診心雜音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心

雜音是由於通過瓣膜之血量減少所致 (B)心雜音只

能在心尖位置聽到 (C)第四級以上的心雜音，通常伴

隨著有震顫(thrill) (D)聽診器膜面可聽到低頻率

的心音。 

 

 

 

(A)通過瓣膜之血量增加是產生心雜音的原因

之一；(B)在心臟或大血管皆可聽到；(D)以聽

診器膜面聆聽高頻率的心音，聽診器的鐘面聆

聽低頻率的心音。 



39. 有關使用脈衝式血氧飽和儀(pulse oximetry)

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此儀器適用於監測血中

二氧化碳飽和度 (B)此儀器可固定於手（腳）背、手

指與腳趾 (C)使用儀器時，需注意使用部位的保暖及

血液循環 (D)此儀器可以正確計算出動脈血中氧分

壓。 

(A)(D)監測血中氧飽和度；(B)固定於手指、耳

垂、鼻樑或連接肺動脈導管。 

41. 下列何者不是 Nitroglycerin(NTG)減緩心絞痛

的藥物作用？(A)降低前負荷 (B)降低後負荷 (C)降

低心肌耗氧 (D)降低心跳速率。 

NTG是血管擴張劑，藉由減少靜脈血回流，而降

低前負荷，經由降低血壓、降低後負荷，而降

低心肌耗氧。 

42. 下列心電圖為下列何種心律不整？(A)心房震顫 

(B)竇性心搏過速 (C)心室心搏過速 (D)房室結心律

不整。

 

心室心搏過速：QRS複合波變大、提早出現，心

室率＞100次／分鐘。 

45. 有關 Isoptin藥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Isoptin屬β1 receptor 阻斷劑 (B)主要治療心

室早期收縮 (C)有低血壓的副作用 (D)長期服用會

導致心搏過速。 

(A)是鈣離子阻斷劑；(B)用於心律不整、高血

壓病人；(D)會影響心房心室間傳導、使心跳變

慢。 

46. 下列何項不是鈣離子阻斷劑的治療效用？(A)降

低竇房結的自發性 (B)增加心肌收縮力 (C)降低心

跳速率 (D)增加冠狀動脈灌流。 

鈣離子阻斷劑可減少鈣離子進入心肌細胞，降

低竇房結和心房異位點的自動性，與增加房室

結的不反應期，而減緩心肌收縮力。 

47. 有關 ACE inhibitors的藥物作用，下列何者錯

誤？(A)促進血管舒張 (B)降低後負荷 (C)增加前負

荷 (D)減少留鹽激素分泌。 

ACE inhibitors（血管張力素轉化酶抑制劑）

藉由促進血管舒張，使左右心室填充血液的壓

力降低，而降低後負荷。 

48. 冠狀動脈疾病病人服用阿斯匹靈之主要目的為

何？(A)緩解發作時胸痛 (B)鬆弛血管平滑肌 (C)減

緩心跳的速率 (D)防止血小板凝集。 

阿斯匹靈為血小板抑制劑。 

49. 下列何者是緩解急性心肌梗塞病人疼痛最常用

的藥物？(A)Aspirin (B)Fentanyl (C)Morphine 

(D)Acetaminophen。 

由靜脈注射 Morphine 以減輕疼痛、減少心肌負

荷。 

50. 下列何者不會導致靜脈血栓的病變？(A)凝血作

用增強 (B)靜脈管徑變粗 (C)靜脈血流停滯 (D)靜

脈管壁受損。 

 

 

根據Virchow’s三特徵，導致靜脈血栓的因素

有三：凝血作用增強、靜脈血流停滯、靜脈管

壁受損。 



52. 病人服用 Nitroglycerin(NTG)後，護理人員應

該觀察下列何種副作用？(A)過敏 (B)低血壓 (C)低

血糖 (D)心搏過緩。 

Nitroglycerin(NTG)是血管擴張劑，需注意低

血壓之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