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年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分階段
考試、營養師、心理師、護理師、社會工作師考試試題 
等 別 ：高等考試 
類 科 ：護理師 
科 目 ：產兒科護理學 
考試時間 ： 1 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本科目共8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4106
頁次：8－1

1 有關我國婦嬰生命統計之概況，下列何者正確？ 

「粗出生率」是指一年內每千位年中人口數的平均活產數 

「孕產婦死亡率」是指一年內每一萬名婦女中，所有懷孕及生產婦女的死亡人數 

「新生兒死亡率」是以小於一年內的嬰兒死亡人數來估計 

「周產期死亡率」中的周產期，是指生產當日到產後一年內的這段期間 

2 有關臺灣產科護理現況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母嬰親善醫院」政策已列入醫院評鑑項目之一 

擁有助產師執照的護理師僅能以單一證照執業登錄 

目前政府有多項鼓勵生育措施，促使產科醫師年輕化且為熱門科別 

孕產婦死亡率有增加的趨勢，主要死因為妊娠糖尿病與多胞胎妊娠 

3 計算預產期的方法，下列何者正確？ 

以 LMP 估算預產期適用於所有的孕婦  

以超音波估算妊娠週數可得知預產期 

以「腹圍（公分）× 8/7 = 懷孕週數」估算預產期 

以受孕日加上 280 天估算預產期 

4 有關孕期婦女之生理變化，下列何者為異常？ 

臉頰及鼻子產生黃褐斑（chloasma） 

胸部、頸部出現放射狀小紅點，即血管蜘蛛痣（vascular spider nevi） 

心跳速率平均每分鐘增加 10～15 次 

陰道分泌物量增加，顏色由白色轉為黃綠色 

5 王女士，孕前 BMI 值為 24，目前懷孕 25 週，體重較孕前增加 3 公斤，有關護理師的回應，下列何

者較為適當？ 

「您體重增加不足，對小孩不好」 「第二孕期要增加 5 公斤較適當」 

「您體重增加不足，要增加蛋白質攝取」 「您體重增加不足，您目前吃的如何？」 

6 有關妊娠期的營養評估與指導，下列何者錯誤？ 

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建議，妊娠期的蛋白質攝取較哺乳期為多 

妊娠期體重過重可能誘發妊娠高血壓或糖尿病 

第一妊娠期每日熱量可不需特別增加 

在妊娠期可不需特別增加維生素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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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拉梅茲生產預備與訓練之原理，下列何者錯誤？ 
分散注意之焦點為條件反射訓練 
呼吸技巧反覆訓練以達條件反射之效果 
孕婦具備陣痛因應技巧，可免於害怕、緊張、疼痛的循環 
腹部按摩法利用門閾理論 

8 王女士於醫師建議下，於妊娠 7 週進行超音波檢查，護理師的說明，下列何者不適當？ 
妊娠初期的超音波可觀察胚胎個數與著床位置 
妊娠初期做超音波宜喝水脹滿膀胱 
高層次超音波可檢測胎兒妊娠囊 
一般超音波可檢測胎兒心臟的構造與血流 

9 有關妊娠 9 週的超音波檢查評估項目，下列何者錯誤？ 
股骨長度（femur length, FL） 妊娠囊（gestational sac） 
雙頂徑（biparietal diameter, BPD） 頭臀長（crown-rump length, CRL） 

10 有關生產過程中子宮肌肉活動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胎兒先露部位壓迫子宮頸口會促進其變薄的程度 
子宮出現生理性收縮環，上段肌肉會變薄 
羊膜腔形成的靜水壓會促進子宮頸口的擴張程度 
宮縮時胎兒軸壓力的形成會促進子宮頸口擴張 

11 王女士以陰道產娩出一足月男嬰，其第一、五分鐘的 Apgar scores 分別為 7 分和 8 分，新生兒即刻護

理已完成，王女士正在進行會陰縫合，有關首次親子互動之時機，下列何者最適當？ 
向王女士說明新生兒狀態不穩定，須延後親子接觸時間 
先送新生兒至嬰兒室仔細檢查後，再決定親子接觸時間 
等王女士會陰縫合後，再進行親子接觸 
立即將新生兒放到王女士胸腹部，進行親子接觸  

12 王女士，懷孕 38+3 週，因破水，規則陣痛而入院，子宮頸口開 5 cm，先露部位胎頭已固定，下列照

護措施何者不適當﹖ 
建議可以攝取易消化食物 臥床時，將床尾抬高 
解尿後，給予會陰沖洗 可下床活動，無活動禁忌 

13 有關硬腦膜外減痛分娩的使用機轉與時間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麻醉劑需同時注射於硬膜外腔與蜘蛛膜外腔 
進行減痛分娩最佳時機是子宮頸口開 1 公分時 
減痛分娩主要是阻斷腰部的交感神經 
感覺神經和運動神經皆被阻斷 

14 下列何者為宮縮時胎心率加速之臨床意義？ 
正常現象 胎頭受壓迫 胎盤功能不良 臍帶受壓迫 

15 下列何者是子宮頸擴張最快的時期？ 
減速期 潛伏期 過渡期 最大斜率期 

16 有關產婦第二產程之護理措施，下列何者正確？   
抬高腿部以預防血栓靜脈炎 抬高頭部 10 至 20 度以利向下用力 
宮縮間歇期間，提醒產婦放鬆休息 教導產婦使用肩頸及腹部肌肉力量向下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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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林女士，29 歲，大陸瀋陽人，G1P1，先生為臺商，結婚後來臺居住，產後第一天她抱怨沒有奶水無

法餵奶，懷孕生產讓自己變胖變醜，先生過兩天後要回大陸工作，必須獨自一人照顧新生兒而顯擔

憂。護理師對其產後調適的評估，下列護理問題何者較不恰當？ 

低自尊 缺乏社會支持 身體心像改變 照顧新生兒壓力 

18 有關母乳與配方奶差異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母乳中的乳糖含量較低，嬰兒較不易肥胖 母乳的鐵質含量比配方奶高，有助嬰兒發育 

母乳的熱量較高，嬰兒較容易有飽足感 母乳中富含 IgA，可增強嬰兒免疫力 

19 有關避孕方法原理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保險套能阻止精子進入陰道，而達到避孕效果 

子宮內避孕器會刺激局部產生前列腺素複合物，干擾受精卵著床 

口服避孕藥可使子宮頸黏液變稀，使精子無法順利進入 

男性行輸精管結紮手術後初期，仍需採其他避孕措施 

20 林女士 G2P2，剛餵完奶，皺眉以手扶著腹部，對護理師抱怨較前次產後不舒服，下列回應何者錯誤？ 

餵母奶有助惡露排出，且會減輕產後痛 產後痛在產後初期發生，可能影響睡眠 

經產婦產後痛較初產婦常發生 適當活動與放鬆技巧可改善 

21 楊女士剖腹產後第二天開始進食，主訴腹脹不舒服，下列措施何者不恰當？  

鼓勵進食奶製品  於腹部擦拭薄荷油 

協助產婦下床活動  依醫囑使用肛門栓劑 

22 有關陰道生產後評估結果的敘述，下列何者為異常現象？  

產墊上的惡露量少，呈紅色，有血腥味 

會陰傷口輕微紅腫，切開傷口邊緣無分泌物 

在右側可摸到鬆軟且位置偏高的子宮底 

檢查下肢的霍曼式徵象（Homan’s sign）為陰性反應 

23 黃女士 G1P1，產後第三天，主訴乳房觸痛、發熱、變硬且有硬塊，下列護理指導何項正確？ 

不用擔心，在 24 小時內會覺得比較好些 

讓寶寶多吸奶，若吸的不好，應每 2～3 小時擠奶 

教導餵奶時使用乳頭罩，以減輕乳房觸痛 

儘量減少液體的攝取，以防增加乳房脹痛 

24 避孕針劑是利用何種高濃度的荷爾蒙干擾精卵運送及子宮內膜發育？ 

動情素 黃體素 黃體生成素 濾泡刺激素 

25 新生兒經產道出生，首次呼吸產生之機轉過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出生時斷臍造成血中二氧化碳分壓降低  

呼吸道的液體受到產道擠壓而全部排出 

當新生兒身體娩出後，胸部反彈形成胸部正壓 

出生後，肺擴張促使呼吸道液體進入微血管 

26 出生 3 天的足月新生兒，出生體重為 3,000 公克，採純母乳哺餵，下列何項營養評估的結果為異常﹖ 

體重為 2,500 公克  大便呈現鬆軟、黃綠色 

一天更換三次厚重尿片 吃飽後，尋乳反射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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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關新貝拉德（New Ballard Score）新生兒神經肌肉成熟度的評估方法，下列何者正確？ 

評估姿勢時，將新生兒採平躺，觀察哭泣時四肢伸展程度 
評估方形窗，將新生兒手腕朝前臂外側屈曲，觀察手腕與前臂之角度 
評估手臂反彈力，將新生兒雙手肘彎曲 5 秒後，再讓兩手臂伸展放鬆，觀察反彈後肘部角度 
評估圍巾現象，將新生兒手臂儘量拉向對側肩膀到有阻力，觀察手肘與乳頭中線位置關係 

28 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中，下列何者不是屬於體染色體隱性遺傳疾病？ 
苯酮尿症  楓糖漿尿症 
先天性甲狀腺功能低下症 先天性腎上腺增生症 

29 謝女士懷孕 39 週，入院待產中，產程進度情形為：子宮頸擴張 8 cm，變薄 80%，高度為+2，已破

水。胎兒監測器圖形顯示胎心率下降至 100 bpm，減速的時間與子宮收縮沒一定關係，下列何者為最

有可能的情形？ 
正常情形 早期減速 晚期減速 變異性減速 

30 承上題，下列何者可能為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 
胎頭受壓 胎盤功能不良 臍帶受壓 胎兒感染 

31 產後婦女使用子宮收縮劑 Methergine 時，須特別留意下列何項生命徵象？ 
體溫 脈搏 呼吸 血壓 

32 楊女士，懷孕 8 週，陰道點狀出血、腹部微痛，子宮頸口未擴張，其最有可能為下列何種情形？ 
脅迫性流產（Imminent abortion） 先兆性流產（Threatened abortion） 
不完全流產（Incomplete abortion） 敗血性流產（Septic abortion） 

33 何女士，妊娠 29 週，突然感到腹部劇烈疼痛，檢查結果為 TPR：36.6℃，90 次/分，16 次/分，

BP：140/90 mmHg，胎心音難測得，子宮硬且有壓痛，宮縮 60～80 mmHg，無陰道出血或羊水流出。

根據何女士的臨床狀況，其可能有下列何項問題？   
急性腹膜炎 前置胎盤 胎盤早期剝離 脅迫性流產 

34 承上題，針對何女士的狀況，下列措施何者較適當？ 
依醫囑使用抗生素，以預防感染 
依醫囑提供個案腹部熱敷，以緩解腹部疼痛不適 
依醫囑執行凝血篩檢試驗，以避免產時及產後出血合併症 
依醫囑給予降血壓劑與強心利尿劑，以穩定血液動力 

35 下列那些生殖道感染疾病，容易造成女性骨盆腔感染？①披衣菌感染 ②淋病 ③梅毒 ④生殖器

疱疹 
①③  ①②  ②③  ②④  

36 有關以腹腔鏡進行子宮肌瘤切除前後的照護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手術前皮膚準備應清洗肚臍  手術中應維持頭高腳低臥式 
術後禁食 6～8 小時即可進食 術後肩背部疼痛，可給局部按摩 

37 有關子宮肌瘤處置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肌瘤切除術後不會有月經 可服用口服避孕藥以抑制及平衡女性荷爾蒙 
肌瘤切除術後需補充女性荷爾蒙 全子宮切除術是最好的處置 

38 全子宮切除手術之術前腸道準備，下列何者不恰當？ 
前三天採低渣飲食 使用抗生素 使用瀉劑 溫水灌腸 

39 有關婦女腹部超音波檢查的護理指導，下列何者正確？ 
簽署同意書 服用鎮靜劑 需排空膀胱 喝水脹膀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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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有關急性骨盆腔炎婦女的照護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教導應暫停性生活  大小便後執行會陰灌洗 
協助下床活動  依醫囑靜脈滴注抗生素 

41 依據民國 104 年修正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此法所稱之兒童及少年是指未滿幾歲

之人？ 
 12 歲  14 歲  15 歲  18 歲 

42 有關燒燙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72 小時內為急救期，需預防休克 以大量水沖洗，並除去未沾黏之衣物 
優先給予的輸液為乳酸林格氏液 若三度燒傷面積大於 10%，則為中度燒傷 

43 陳小妹，2 歲半，在保母家吃飯時，即使弄得到處亂七八糟，仍堅持要自己吃，不要給保母餵，根據

艾瑞克森（Erikson）的理論，這個行為表現屬於何種發展任務？ 
認同感（identity ）  勤勉感（industry） 
進取心（initiative ）  自主性（autonomy ） 

44 李小弟，6 個月大，醫師開立醫囑為 Gentamycin 4.8mg I.V. drip q8h，每毫升（mL）含 Gentamycin 40mg，
請問護理師每次給藥應該抽多少藥量？ 
 0.12 毫升（mL）  0.24 毫升（mL）  0.36 毫升（mL）  0.48 毫升（mL） 

45 兒童的復發性腹痛（recurrent abdominal pain）會具有下列何項特徵？①腹痛會出現在肚臍周圍 

②是一種轉移性的腹痛 ③解出鬆軟的大便 ④腹痛時間是不規律的 ⑤會伴隨體溫升高 
①③④ ①④⑤ ②③⑤ ②④⑤ 

46 林小弟，出生時，哭聲宏亮大聲，心跳速率：170 次/分，軀幹顏色粉紅手腳微發紫，四肢屈曲彈性

好，吸取鼻腔黏液時，臉部扭曲，其 Apgar score 的評估數值何者正確？ 
 10 分  9 分  8 分  7 分 

47 陳小妹，妊娠週數 39 週又 5 天，自然產及使用真空吸引娩出，頭部受到擠壓而嚴重變形，出生體重

3,890 公克，在執行身體評估時觸摸其頭部，發現整個頭皮邊緣有水腫且越過骨縫中線，生命徵象穩

定，瞳孔大小及對光反射正常，有關陳小妹頭部的創傷問題，下列何者正確？ 
產瘤（Caput succedaneum） 水腦（ Hydrocephalus ） 
硬腦膜下腔血腫（Subdura hematoma） 顱內出血（Intracranial hematoma） 

48 有關早產兒的臨床表徵，下列何者正確？ 
陰囊皺摺多  腳跟無法觸及耳朵 
手腕彎曲度（方形窗）呈 90 度 手肘無法越過對側的鎖骨中線 

49 有關誤食毒物對兒童身體器官功能損傷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鉛中毒以肝臟功能受損最嚴重 鐵劑中毒以泌尿系統受損最嚴重 
碳氫化合物中毒會造成心律不整 乙醯氨基酚中毒會造成肝、腎衰竭 

50 有關為白血病病童輸注紅血球濃縮液（packed RBC）的護理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需評估病童在輸血前、輸血開始後 15 分鐘、輸血完成後之生命徵象 
不可使用生理食鹽水之外的大量點滴來作為輸血管路排氣及沖洗之用 
運用微凝集血液過濾器（micro-aggregatefilter）及輸注幫浦，以維持輸血量 5 mL/kg/hr 為宜 
輸血時若出現寒顫、心跳過速、不安及發燒等反應，可使用溫血器維持血液溫度在 30℃～34℃ 

51 有關第一型糖尿病（type I diabetes mellitus）的初期臨床表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陳施式呼吸 體重增加 高血糖及酮酸中毒 口渴、少尿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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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有關先天性甲狀腺功能低下症（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是一種自體隱性遺傳的疾病 

早期症狀為新生兒黃疸、生長緩慢、明顯矮小及餵食困難 

若無法及時提供適當甲狀腺素，則可能導致病童心智遲緩 

好發於男性 

53 王小弟，10 歲，長期服用抗癲癇藥物，應定期檢查的項目，下列何者除外？ 

血中藥物濃度 肝臟功能檢查 血球數量檢查 心肺功能檢查 

54 有關雷氏症候群（Reye’s syndrome）病童的臨床症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血清中的氨濃度降低  血糖濃度增加 

易形成血栓  肝功能障礙（SGOT、SGPT 高） 

55 醫護人員藉由評估嬰幼兒的精細動作，肌肉張力及平衡感等活動，可判斷下列何者之功能？ 

脊髓 延髓 小腦 中腦 

56 臺灣少子化問題日趨嚴重，因此提升出生率及降低嬰兒死亡率為政府的重要目標，下列那項措施無

助於達到上述目標？ 

降低法定結婚的年齡  分析嬰兒死因及死亡率 

提升孕產期醫療照護的品質 提供優質的托育計畫及補助 

57 有關自閉症兒童的特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語言發展與溝通障礙  喜歡變化多端的環境 

對感覺刺激有過度或不及的反應 不易建立親密的人際關係 

58 強強，1 歲，熟睡時，頭部不慎被熱湯燙傷，以嬰兒九分法計算其燙傷範圍為何？ 

 9 %  14 %  18 %  27 % 

59 小玲，7 個月大，因大口吃蒟蒻而噎到，有關其急救處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於胸部兩乳頭連線中央之下方重擊，執行心外按摩 

採俯臥，跨於施救者手背上，頭低於軀幹，以手掌在嬰兒背後肩胛骨間叩擊 5 下  

將雙手圍繞嬰兒腰部，以拳頭拇指側向劍突下部位，快速向上重壓 

使平躺，壓額提下巴，罩住其口鼻進行人工呼吸 2 下後，以手掌進行壓胸 15 次 

60 有關嬰幼兒生命徵象測量的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呼吸→脈搏→體溫    脈搏→呼吸→體溫   

脈搏→體溫→呼吸  體溫→呼吸→脈搏 

61 小玲，5 歲，因疝氣預定接受手術治療，為了減輕其手術的焦慮，下列護理措施何者最適宜？ 

告訴小玲，另一個女孩與她接受同樣手術的勇敢經過 

說明手術切開的目的，給小玲幾天的時間，好說出她的感受 

拿繃帶、紗布、安全剪刀、膠布與洋娃娃，引導小玲了解治療過程 

請母親避免在小玲面前討論手術事宜，並在醫院寸步不離地陪伴 

62 早產兒出生後通常會接受呼吸治療，有關動脈血液氣體數值分析，下列何者屬於正常範圍？ 

 PaO2：70 mmHg，PaCO2：70 mmHg  PaO2：70 mmHg，PaCO2：40 mmHg 

 PaO2：40 mmHg，PaCO2：70 mmHg  PaO2：40 mmHg，PaCO2：40 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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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有關罹患甲基丙二酸血症（Methylmalonic Acidemia）的患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是一種有機酸代謝異常的體染色體隱性遺傳疾病 
適時補充葡萄糖靜脈輸液及碳酸鈉，避免酸中毒症狀 
大量甲基丙二酸、丙酸等有機酸堆積會造成楓糖漿尿症 
未治療會造成嚴重的代謝性酸血症、酮酸血症、昏迷 

64 小芳，3 歲，腦瘤手術住院，媽媽對於小芳 7 歲的哥哥在學校變得易怒、打同學感到煩心，下列措施

何者不適當？ 
鼓勵父母觀察小芳的哥哥是否可能承受學校友伴關係的壓力 
與父母討論小芳的哥哥至醫院探訪小芳的可能性 
建議父母直接糾正並處罰小芳哥哥的不當行為 
以玩偶設計引導小芳的哥哥了解小芳住院的原因 

65 有關病童死亡的護理措施，下列何者正確？ 
給予家屬死亡通知時，避免使用死亡的字眼 
對於病童沾有血跡的衣物留給家屬做紀念 
提供病童資訊時，避免使用醫學術語與家屬溝通 
建議家屬暫時不與病童接觸，以避免家屬過度哀傷 

66 有關我國小兒麻痺的傳染及預防方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臺灣為小兒麻痺流行地區，需常規接種不活化小兒麻痺疫苗（IPV） 
臺灣為小兒麻痺根除地區，2000 年之後已不需全面接種小兒麻痺疫苗 
主要藉由糞口途徑傳染，需注意由糞便排出而感染未接種疫苗者 
主要藉由飛沫（口咽）途徑傳染，透過明顯症狀病人之咽喉分泌物傳播 

67 罹患中耳炎病童的臨床表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會有搖頭躁動不安，不斷拉扯耳朵的動作  
長期反覆感染，可能會引起乳突炎（mastoiditis） 
會有狗吠式（barking）咳嗽、哽噎、發紺等現象 
一旦鼓膜破裂，分泌物流出時，疼痛隨即改善 

68 有關兒童會厭炎（epiglottitis）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最常見的致病菌是 B 型流行性感冒嗜血桿菌 
病童會無法平躺，會自動採坐姿，身體呈三腳架姿勢 
協助醫師執行喉頭檢查時，宜備妥經鼻氣管插管的急救設備 
做喉頭細菌培養檢查時，先以壓舌板壓住舌後根，便於採集檢體 

69 造成嬰幼兒上呼吸道感染及合併中耳炎的原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鼻腔狹小  歐氏管較短，寬且呈水平 
喉頭位於頸部較高處  舌頭在口腔內所占比例較大 

70 小虹，1 歲 2 個月，因細支氣管發炎住院，聽診下肺葉痰音重，醫師囑予 combivent 蒸氣吸入，及執

行胸腔物理治療（CPT）。有關胸腔物理治療注意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採用頭低腳高的姿位，進行叩擊 宜在飯前或飯後 30 分鐘執行 
每次執行時間約 5 分鐘 脊椎突出處宜加強叩擊，以利痰液流出 

71 有關胎血循環的血流方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臍動脈血液流入靜脈導管 動脈導管血液流入主動脈 
肺靜脈血液流入肺臟  左心室的血液經卵圓孔流入右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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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先天性心臟病的嬰兒常因餵食困難而造成營養攝取不足。有關嬰兒餵食的護理措施，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選擇小一點的奶嘴洞餵食，避免嗆奶  
可 3 小時餵食一次，每次不超過 30 分鐘 
吸吮力欠佳的嬰兒，以奶瓶餵食比親餵母奶佳  
吸吮力欠佳的嬰兒，需要時可以鼻胃管灌食 

73 有關心臟病童的藥物使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補充鈣片，以增加血紅素載氧量 
使用毛地黃應與食物併用，避免腸胃刺激 
使用 PGE1 靜脈滴注，要注意呼吸窘迫的問題 
使用 Propranolol（Inderal），可能會心跳過速，需監測心跳 

74 若注射化學藥物出現紅腫、疼痛及水泡時，有關下列照護及處理步驟，其順序何者正確？①每日追

蹤滲漏部位變化 ②以空針反抽滲漏部位的藥物 ③在滲漏部位局部冰敷或熱敷或塗抹藥物 ④停

止注射 
④②③① ④③②① ②③④① ③②④① 

75 林小弟，5 歲，接受化學治療後出現食慾下降、噁心嘔吐且體重減輕。有關護理措施之敘述，下列何

者錯誤？ 
鼓勵林小弟可共同選擇或準備餐點 林小弟想吃鮮奶、奶昔，也可以讓他吃 
以卡通樣式作為食物擺盤的依據 每天都須請林小弟一起測量體重 

76 有關膀胱輸尿管逆流（Vesicoureteral Reflux, VUR），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膀胱輸尿管逆流易導致腎病症候群 
排尿性膀胱尿道攝影可用來評估膀胱輸尿管逆流等級 
膀胱輸尿管逆流分為五等級，等級愈高，逆流程度愈嚴重 
輕微膀胱輸尿管逆流可使用預防性抗生素治療 

77 有關唇裂（cleft lip）與腭裂（cleft palate）之手術後護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出現不停的吞嚥動作，應評估傷口處是否出血 
採俯臥姿勢，利分泌物流出，避免吸入性肺炎 
啼哭時，以奶嘴安撫，避免縫合處裂開 
拆除縫線前應禁食，避免傷口感染 

78 張小妹，9 個月大，體重原為 9 公斤，因腹瀉入院治療。臨床表徵，體重現為 8.3 公斤、囟門凹陷、

皮膚及黏膜乾燥、脈搏增加、少尿，有關脫水程度之評估，下列何者正確？ 
輕度脫水 中度脫水 重度脫水 極重度脫水 

79 王小弟，4 週大，因幽門狹窄（pyloric stenosis）接受幽門切開術（pyloromyotomy）。下列有關護理

措施之敘述，何者錯誤？ 
術前監測嘔吐物質與量、輸出入量、尿比重 術前協助矯正嘔吐造成的代謝性鹼中毒 
術後避免餵食過快，常予拍背排氣 術後餵食，宜採左側平躺方式 

80 有關妥瑞氏症候群（Tourette's syndrome），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發病年齡多在幼兒期  會出現重複不自主的肢體動作 
易造成腦部傷害及學習困難 因興奮劑及腦炎而引發症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