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達系列 1 創新研發 

九十八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衛生與護理類專業(二)試題 

 1. 小惠正值青少年期，與母親意見不合，言語衝突後與母親冷戰，躲在房間內

不發一語。此時小惠處理自己情緒的最適當順序為何？(1)覺察自己當下的情

緒；(2)選擇紓解情緒的方式；(3)接納控制自己的情緒。 
(A)(1)(2)(3) (B)(2)(1)(3) (C)(3)(2)(1) (D)(1)(3)(2)。 

 2. 當誤食下列何者，最不適合進行催吐？ 
(A)鹽酸 (B)過量普拿疼 (C)有機磷農藥 (D)滅鼠靈。 

 3. 心理學家史登伯格(Sternberg)提出的「愛情三角理論」中，除親密、激情外，

尚包括下列何項元素？ 
(A)情感 (B)承諾 (C)迷戀 (D)喜歡。 

 4. 下列何者為造成溫室效應的最主要氣體？ 
(A)一氧化氮 (B)二氧化碳 (C)硫氯碳 (D)氡。 

 5. 正昇因學校期末考試出現壓力反應，下列何者屬於生理徵兆？ 
(A)頭痛、失眠 (B)焦慮、害怕 (C)退縮、懼學 (D)易怒、健忘。 

 6. 兩性交往應遵守「ABC」原則，其中「C：Condom」原則所指為何？ 
(A)要慎思後果  (B)拒絕性誘惑 
(C)全程使用保險套 (D)對性伴侶忠實。 

 7. 手腕割傷大量出血，直接加壓五分鐘後仍未止血，進一步採用止血點止血法

時，壓迫下列哪一血管最正確？ 
(A)頸動脈 (B)鎖骨下動脈 (C)肱動脈 (D)橈動脈。 

 8. 阿美面對父親車禍死亡的事件，處理失落哀傷的方法是善待自己。下列何者不

屬於善待自己的具體方法？ 
(A)與家人或好友共餐，以增加食慾 
(B)生活作息正常，以維持基本生理功能 
(C)寫下悲傷的感受，以表達哀傷的感覺 
(D)留在家裡盡量獨處，以處理哀傷情緒。 

 9. 小華剛與男友分手，下列何者是最積極合宜的調適方法？ 
(A)想辦法讓對方後悔 (B)再找到長相與個性相似的男友 
(C)運用技巧讓自己心情放鬆 (D)於網路評論男友的缺點。 

10. 下列有關固定大腿骨折的敘述，何者最適宜？ 
(A)夾板固定範圍應介於髖關節及膝關節間 
(B)以三角巾固定夾板時，不宜在夾板上打結，以免壓力分佈不均 
(C)固定夾板時應先固定肢體遠心端，再固定近心端，以免鬆脫 
(D)宜在患側腳穿上襪套保暖，以避免血管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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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廢棄物減量 5R 中，要如何實踐 Refuse(拒絕)的行動？ 
(A)重複使用  (B)減少廢棄物產生量 
(C)不購買過度包裝的產品 (D)修理後再使用。 

12. 使用安全期推算避孕法，應至少連續紀錄多久的月經週期後，才能較準確推

算危險期？ 
(A)3 個月 (B)4 個月 (C)5 個月 (D)6 個月。 

13. 一美身高 160 公分，體重 68 公斤，腰圍 79 公分，則一美的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 BMI)為： 
(A)2.56 (B)3.46 (C)23.5 (D)26.6。 

14. 林媽媽因煮水餃時不慎打翻鍋子，燙傷左右大腿前側，皮膚出現紅腫熱痛及

水泡現象，其最可能的燙傷面積及燙傷程度為何？ 
(A)18 %的一度燙傷 (B)9 %的二度燙傷 
(C)9 %的三度燙傷  (D)18 %的二度燙傷。 

15. 水中含氟量過低，容易導致何種疾病？ 
(A)烏腳病 (B)痛痛病 (C)威爾森疾病 (D)齲齒。 

16. 下列何種狀況最有可能是憂鬱症的徵兆，需尋求醫師協助？ 
(A)心情低落、失眠、不去上學持續兩週以上 
(B)食慾不振、失去耐心持續一週 
(C)煩躁、容易生氣持續三週以上 
(D)無精打采、不想上學持續一週。 

17. 下列何者敘述不是「體適能 553 法則」？ 
(A)該法則是一種規律運動的習慣 (B)每週最少運動 5 次 
(C)每次運動至少 50 分鐘 (D)運動後每分鐘呼吸要達到 30 次。 

18. 下列何種性病不是經由病毒感染？ 
(A)愛滋病 (B)淋病 (C)尖形濕疣 (D)梅毒。 

19. 傳染病傳播中的三角模式有三要素，不包括下列何者？ 
(A)宿主 (B)傳染途徑 (C)醫療衛生體系 (D)致病原。 

20. 王同學於藥局購買藥品，該藥品上有「衛署成藥製字第○○○○○○號」標

示，代表的意義是： 
(A)衛生署核准於國內製造的藥品 
(B)衛生署核准製造的成藥 
(C)衛生署核准於國外輸入的成藥 
(D)衛生署核准於國外輸入的成人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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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醫學上情非得已需終止懷孕時，下列有關終止懷孕的敘述，何者正確？ 
(A)懷孕 14 週可採子宮內膜搔刮術 
(B)最後一次月經的第一天算起的 60 天內懷孕，適用月經規則術 
(C)懷孕 6 週內，可採 RU486 搭配前列腺素 
(D)發生性行為的第 5 日可用事後避孕丸。 

22.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菸品成分僅含少量尼古丁，不容易造成上癮 
(B)嚼檳榔可能導致白斑症及口腔黏膜下纖維化等病變 
(C)酒類主要成分是甲醇，會造成興奮、脫離現實的狀態 
(D)嘗試一次大麻，只要意志力夠強應該不會上癮。 

23. 下列有關病毒感染途徑的敘述，何者正確？ 
(A)禽流感可經由腸胃道、呼吸道和眼結膜等途徑感染 
(B)登革熱可藉由感染病毒的家蚊叮咬感染 
(C)腸病毒可經由蚊蟲叮咬、呼吸道和腸胃道等途徑感染 
(D)B 型肝炎可經由口、糞便和血液等途徑感染。 

24. 下列何者不是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十大垃圾食物」之一？ 
(A)炸薯條 (B)肉包 (C)肉乾 (D)雪糕。 

25. 下列有關月經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未婚女性儘可能不使用衛生棉條，避免使處女膜破裂 
(B)月經期應少做運動、多休息，避免月經疼痛 
(C)多數青春期少女因月經血量流失造成貧血 
(D)約有 40 %的青春期少女有痛經的經驗。 

26. 方芳發現刷牙時流血、牙齦紅腫及口臭等現象，最可能的口腔健康問題為何？ 
(A)齲齒 (B)牙結石 (C)牙周病 (D)牙菌斑。 

27. 下列有關「同理心」定義的敘述，何者正確？ 
(A)發自內心的讚美別人 (B)站在別人立場著想 
(C)學習尊重別人  (D)有禮貌的生活習慣。 

28. 下列有關意外傷害後維持傷患正確體位的敘述，何者最適宜？ 
(A)頭部外傷時，應將上半身抬高 45－60 度 
(B)頭暈時，應將傷患頭部放低，腳抬高 
(C)腳踝扭傷時，應將膝蓋抬高，腳放低 
(D)意識不清、無明顯外傷之傷患，應仰臥平躺、臉部朝前。 

29. 下列何者不是善終的安寧照護概念？ 
(A)全人照護 (B)全家照護 (C)全程陪伴 (D)全權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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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朱太太懷孕 6 個月，吃湯圓時不慎完全哽塞，但意識仍清醒，施救者站在患

者後面、雙手環抱患者腰部且握拳施救，此時拳頭置於下列何處最合適？ 
(A)肚臍處  (B)胸骨下半部 
(C)肋骨下緣  (D)肚臍與胸骨之間。 

31. 在一般狀態下，下列有關成人生命徵象正常值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血壓 139 / 89 毫米水銀(mm Hg)以下 
 (B)脈搏每分鐘 60－100 次 
(C)口溫華氏 94－99 度 
 (D)呼吸每分鐘 12－20 次。 

32. 下列有關卵子正常受精或著床過程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在子宮內著床  (B)在卵巢內受精、著床 
(C)在卵巢內受精  (D)在子宮內受精、著床。 

33. 下列有關「自我傷害行為」的敘述，何者正確？ 
(A)告訴別人負面感受會被貼標籤，所以不要向別人表達 
(B)自殺者常說到做到，很難事先預防 
(C)不表達自殺意圖者，就不會是自殺個案 
(D)自殺行為尚未產生前的預防措施為初級預防。 

34. 下列有關性行為的敘述，何者正確？ 
(A)體外射精不會受孕 
(B)以女下男上的性行為姿勢不會受孕 
(C)在口腔內射精仍會受孕 
(D)性行為後以殺精藥劑灌洗陰道仍有可能受孕。 

35. 下列何者可吃出「四少一多」飲食及健康飲食的概念？ 
(A)低油脂、低鐵  (B)低鈉、低鈣 
(C)低油脂、高纖維 (D)低油脂、高蛋白。 

36. 下列有關消費者權益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消費者服務專線為 1950 
(B)因藥物導致殘障可申請藥害救濟 
(C)「申請調解」是消費者保護法中唯一的救濟途徑 
(D)消費者保護法規定郵購買賣享有 7 天猶疑期。 

37. 小玉的姐姐四個月前因車禍死亡，小玉與姐姐在車禍發生的前一晚發生爭

吵，小玉為此經常失眠，與父母爭吵次數增加，無法專心上課，成績退步。

這是哀傷過程的哪個階段反應？ 
(A)逃避期 (B)對抗期 (C)重新建立期 (D)延遲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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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FM2(Flunitrazepam)對身體最有可能的影響是什麼？ 
(A)造成精神病變  (B)嗜睡、無法行走 
(C)深信有超於常人的能力 (D)出現腦部萎縮。 

39. 下列何者不是愛滋病的感染途徑？ 
(A)飛沫傳染  (B)血液傳染 
(C)垂直感染  (D)生殖器分泌液體感染。 

40. 小美 25 歲被診斷胃癌末期，住進安寧療護病房，此時小美最不需要的照護方

式為何？ 
(A)交代未了的心願及遺物 (B)心肺復甦術 
(C)陪伴傾聽述說過去 (D)尊重接納不安的情緒。 

41. 目前國際上建議一般成人「心外按摩」之按壓深度為何？ 
(A)5.5－6.5 公分  (B)4－5 公分 
(C)2－3 公分  (D)1.25－2.25 公分。 

42. 根據國外學者指出，決定身體健康狀態的因素中，下列何者所佔比例最大？ 
(A)不健康的生活習慣 (B)醫療保健體系不完善 
(C)遺傳基因有缺陷 (D)環境危害。 

43. 目前國際上建議執行心肺復甦術(CPR)之體外心臟按壓速度為何？ 
(A)約 60 次／分  (B)約 72 次／分 
(C)約 100 次／分  (D)依年齡而有所不同。 

44. 你奮勇獨力救起一位溺水兒童，但發現該童已無呼吸心跳，此時四下無人，

你應優先執行的動作為何？ 
(A)先施行兩分鐘有效之 CPR，再以電話求救 
(B)先打電話求救，再施行有效之 CPR 
(C)先持續施行有效之 CPR，直到有他人到達 
(D)先高聲呼救，直到他人前來協助。 

45. 近十幾年來，台灣民眾十大死因的轉變趨勢為何？ 
(A)由急性病轉成慢性病 (B)由慢性病轉成傳染病 
(C)由非傳染病轉成傳染病 (D)由慢性病轉成急性病。 

46. 下列何者不是老年人最合適的照顧方式？ 
(A)給予獨立自主生活，以保有自尊 
(B)考慮老年人的意願，給予尊重 
(C)給予適當的照護，以保有獨立功能 
(D)基於安全理由，儘量限制老年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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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妻子向先生說：「你從來不瞭解我的感受，也不體諒我的處境」是屬於溝通

的何種訊息？ 
(A)「你」的訊息  (B)「我」的訊息 
(C)「他」的訊息  (D)建設性的批評。 

48. 下列關於適用八字形包紮法的敘述，何者最適宜？ 
(A)用於固定關節敷料 (B)用於細長肢體 
(C)用於粗細相同肢體 (D)用於粗細不同肢體。 

49. 下列有關性侵害的敘述，何者正確？ 
(A)許多性侵害情況，發生在家庭內 
(B)僅有女性會遭到性侵害 
(C)加害者多是陌生人  
(D)加害者多是行為異常、精神有問題的人。 

50. 性侵害婦幼專線的諮詢電話號碼為何？ 
(A)110 (B)119 (C)117 (D)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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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衛生與護理類專業(二)試題詳解 

【解答】 
1.(D) 2.(A) 3.(B) 4.(B) 5.(A) 6.(C) 7.(C) 8.(D) 9.(C) 10.(C) 

11.(C) 12.(D) 13.(D) 14.(B) 15.(D) 16.(A) 17.(D) 18.(BD) 19.(C) 20.送分 
21.(C) 22.(B) 23.(A) 24.(B) 25.(D) 26.(C) 27.(B) 28.(B) 29.(D) 30.(B) 
31.(C) 32.(A) 33.(D) 34.(D) 35.(C) 36.(C) 37.(D) 38.(B) 39.(A) 40.(B) 
41.(B) 42.(A) 43.(C) 44.(A) 45.(A) 46.(D) 47.(A) 48.(A) 49.(A) 50.(D) 

 
 1. 先察覺自己的情緒，接受它並依照合宜的方式紓發情緒。 
 2. 強酸強鹼及腐蝕性物品食入中毒，都不宜催吐，會造成再一次受損。 
 3. Sterberg 愛情三元素是激情、親密、承諾。 
 4. 二氧化碳(石化燃料)。 
 5. 只有頭痛及失眠是生理問題，其他選項屬於心理狀態。 
 6. A：節制(Abstain)；B：忠實單一性伴侶(Be Faithful)；C：全程正確使用保險

套(Condom)。 
 7. (1)止血先用直接加壓再用止血點，最後才用止血帶；(2)上肢出血壓肱動脈;

下肢初血壓股動脈。 
 8. 哀傷需要陪伴，需要紓發情緒，不宜獨處。 
 9. 分手原諒對方等於放了自己；給自己一段時間審視彼此關係；紓發情緒。 
10. (A)板夾固定於腋下到腳踝；(B)打結應避開關節、傷口、身體內側；(D)肢端

應露出以便觀察。 
11. (A)reuse；(B)reduse；(C)reuse。 
12. 應觀察 6－12 個月。 
13. BMI：68÷(1.6×1.6)。 
14. (1)有水泡為 2 度燙傷；(2)一腿全部為 18%，大腿前側為腿的 1/4，兩大腿所

以為 1/2 為 9%；或者一個手掌為 1%用九則法算。 
15. 氟與預防蛀牙最有關。 
16. 情緒及行為異常持續 2 週以上疑為憂鬱症。 
17. (D)心跳達每分鐘 130 次。 
18. (B)淋病雙球菌；(D)梅毒螺旋體。 
19. 宿主；傳染途徑；病原體。 
20. (A)「衛署藥製字第○○○○○○號」；(C)「衛署藥輸字第○○○○○○號」。 
21. (A)超過 12 週引產或子宮切開；(B)月經規則術適用於懷孕 42 天內；(D)7 週

內適用 RU486；(D)事後避孕丸 72 小時內使用。 
22. (A)菸容易上癮；(C)酒是乙醇，對大腦造成意志；(D)毒品容易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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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登革熱之病媒蚊為埃及班蚊和白線斑蚊；(C)腸病毒是經由接觸、飛沫或吃

進被含有病毒之糞便所污染的食物而傳染；(D)B 型肝炎可經由血液及性行為

感染。 
24. 油炸類、醃製類、加工類肉食品、餅乾類、汽水可樂、方便類食品(主要指方

便麵和膨化食品)、罐頭類、話梅蜜餞類、冷凍甜品類、燒烤類為十大垃圾食

品。 
25. (A)衛生棉條不會使處女膜破裂；(B)經期可以適度運動；(C)經血的失血量約

30－80c.c.不會造成貧血。 
26. 牙周病就是牙齒與牙齦交接處的發炎會容易刷牙出血，牙齦紅腫及口臭。 
27. 同理心就是站在對方立場思考的一種方式。 
28. (A)頭部外傷時，應平躺頭墊高；(C)腳踝扭傷時，應將腳抬高；(D)意識不清、

無明顯外傷之傷患，應採復甦姿勢。 
29. 安寧照護概念為：全人照護、全家照護、全程陪伴、全隊到位。 
30. 懷孕後期的完全梗塞施救要將拳頭置於胸骨下半部。 
31. 口溫約為華氏 96－99(約攝氏 36－37)；血壓低於 140/90mmHg。 
32. 受精的位置在輸卵管；著床於子宮內。 
33. (A)情緒不佳可以找知心朋友父母或師長傾訴；(B)自殺者是因為遇到困難無

法面對並非真的想死；(C)自殺者常有言語或行為的警訊。 
34. (A)射精之前的分泌液就可能有精子。 
35. 四少一多的飲食原則：少肥肉、少油炸、少油湯、少醬料，多蔬果。 
36. 向業者提出申訴、申請調解，法律途徑都可以。 
37. 延遲悲傷的狀態：(1)長期的沮喪症狀、睡眠困擾、無法休息、低自尊；(2)學

業的失敗或普遍對學校活動相當冷漠；(3)與家人或朋友關係惡化，通常在成

年期較有困難與他人建立親密的關係；(4)過度活躍的或踰矩的行為，例如嗑

藥、酗酒、打架、不適度的冒險行為、氾濫的性行為等；(5)否認自己有任何

與哀傷有關的問題；(6)長期的焦慮、無法休息、和無法專心。 
38. FM2(Flunitrazepam)是中樞神經抑制劑。 
39. 愛滋病的感染途徑：血液、性行為、母子垂直感染、哺餵母乳。 
40. 安寧療護不做積極性治療。 
41. 孩童及嬰兒下壓胸厚度的 1/2－1/3。 
42. 健康生活型態可以減少疾病的發生。 
43. 不論大人、孩童或嬰兒都是 100 次／分。 
44. 孩童及溺水者先就 2 分鐘再求救。 
45. 由急性病轉成慢性病，慢性病例增加。 
46. 老年人是需要適度的活動或運動以減緩老化。 



 育達系列 9 創新研發 

47. 「我…的訊息」包含了三個要素：(1)非責難式的行為描述；(2)該行為所產生

的結果；(3)自己心裡的感受。「你...的訊息」，是針對對方行為加以描述批判

與責備，言詞均以「你」的人稱陳述。 
48. 八字形包紮適用於關節。 
49. (B)女性及男性都可能被性侵；(C)加害著多為熟人；(D)加害者沒有特定族群。 
50. 報警 110、火災 119、報時台 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