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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護理師大會考考試試題 

類科：護理師 

科目：基本護理學（包括護理原理、護理技術）與護理行政 

考試時間：1小時   
※注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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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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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四)請在答案卡欄位書寫姓名及科目名稱、原班級學號 
1.護理師在進行會陰沖洗時，利用適當的覆蓋來保暖及減少病人暴露的部位，根據馬斯洛（Maslow）需求理論，這是 

 滿足病人下列何項需求？①生理②安全③自尊④愛與歸屬感⑤自我實現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④⑤ (D)①③④  

2.護理人員執業，應每幾年接受一定時數的繼續教育，始得辦理執業執照更新？ (A)4 年  (B)6 年  (C)8 年  (D)10 年 

3.林女士目前因車禍住院中，手術後傷口疼痛，無法入睡，由未婚的姊姊在醫院照顧她，護理師評估其壓力源時，下 

 列何者不是須蒐集的資料？  

 (A)姊姊的交友狀況  (B)過去因應壓力時使用的方法  (C)住院後經濟來源  (D)林女士認為可能造成壓力的因素  

4.經評估後發現林女士習慣以抽菸、喝酒來抒解壓力，其壓力有經濟困難、傷口疼痛、下床活動不便須依賴他人等問 

 題，護理師不適合提供那種護理措施以減輕其壓力？  (A)轉介社工協助  (B)提供助行器等輔助工具協助其下床活動   

 (C)鼓勵改以喝咖啡抒解壓力  (D)評估止痛藥的效果，與醫師討論適合的藥物劑量  

5.以水銀血壓計測量白小姐的血壓，聽診器聽到下列聲音：壓脈帶充氣到 140 mmHg 後開始放氣，在 108 mmHg 時 

 聽到第一個聲音（尖實的重聲），在 100 mmHg 時聲音開始轉變成瑟瑟聲，到 88 mmHg 時聲音比第一個聲音清脆， 

 到 76 mmHg 時逐漸變成低沉聲，到 60 mmHg 時聲音完全消失。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第一舒張壓為 76 mmHg  (B)血壓為 140/60 mmHg  (C)平均血壓為 84 mmHg  (D)脈搏壓為 32 mmHg 

6.有關「CBC st.」的抽血醫囑，下列執行步驟何者正確？ 

 (A)於抽血部位上方（近心端處）1~2 公分處，以止血帶打結  (B)開始抽血時，請病人鬆開拳頭 

 (C)病人須禁食 6~8 小時後，才可以抽血       (D)試管內須有抗凝劑，血液注入試管後，予輕搖試管 

7.有關臨終病患及其家屬的護理措施，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病患張口呼吸時，須給予口腔護理，以保持口腔清潔與濕潤  (B)止痛藥的使用，以提供病患舒適為主，較不考慮 

 副作用及成癮性  (C)提醒家屬勿告知病患疾病預後及診斷  (D)病患血液循環變慢，應給予適當的保暖 

8.解尿後尚留存於膀胱內的餘尿量，正常應少於多少 c.c.？ (A)50c.c.  (B)100c.c.  (C)150c.c.  (D)200c.c.  

9.予成人病患耳滴入法時，下列何項方式能將耳道拉直？  

 (A)將病患外耳向上往後拉  (B)將病患耳垂向後向下拉  (C)將病患耳垂向前向下拉  (D)將病患外耳向下往後拉 

10.王先生接受痔瘡切除術，有關術後溫水坐浴的護理，下列何者正確？  

 (A)使用溫水坐浴的目的是為了促進排尿與減輕疼痛   (B)溫水坐浴的範圍應含蓋腰至大腿中段，皆須沒入溫水中 

 (C)常使用的溶液為1：100 Beta-Iodine            (D)為促進血液循環的目的，其水溫應比以清潔為目的之水溫稍高 

11.有關治療性溝通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是隨意、未加計劃的但能增加護病關係之溝通   (B)是一種有目的、 

 有計劃且溝通結果受益較大一方為治療者  (C)是有時間性、有目的、有計劃的溝通，而溝通結果受益者為個案   

 (D)是一經謹慎計劃、構思且以滿足工作效率為主之溝通 

12.護理師面對家屬急著找醫師要請教「檢驗報告結果」的回應，下列敘述何者最適當？ 

 (A)「醫師交代等明天早上檢驗結果出來再討論。」      (B)「檢驗結果若是有問題，醫師應該就會去找您們。」 

 (C)「早上開會時，醫師好像有提到檢驗結果是正常的。」  (D)「依據醫師在病歷上的紀錄，檢驗結果應該沒有問題。」 

13.有關結核菌素試驗（P.P.D. test）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採用皮下注射  (B)於注射後 15～20 分鐘判讀結果  (C)注射部位為右臂三角肌  (D)注入藥物劑量為 0.1 c.c. 

14.有關給藥醫囑常見縮寫名詞的解釋，下列何者錯誤？①A.S.是指「右耳」 ②S.C.是指「皮內注射」③M.N.是指「午 

 夜」 ④h.s.是指「飯前」 ⑤S.O.S.是指「如有需要給予一次」(A)①②④  (B)①③⑤  (C)②④⑤  (D)③④⑤ 

15.有關孫小姐「Steam inhalation 15 min S.O.S.」醫囑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自醫囑開立 12 小時後，孫小姐才出現治療需求，此時需請醫師重新開立醫囑   

 (B)於開立醫囑 12 小時內，如果有治療需求，則需給予孫小姐 15 分鐘的蒸氣     (C)此為臨時醫囑   

 (D)於開立醫囑 12 小時內，已接受一次治療，後來又出現治療需求，仍可給予治療 

16.醫囑中 A.A.D. 的含義，下列何者正確？(A)到院時已死亡   (B)自動出院   (C)死亡日期  (D)許可出院 

17.林先生因腹部手術後傷口疼痛，醫囑予以止痛劑Nalbuphine HCl（Bain Inj 10mg / 1ml/amp）5 mg IV q4h prn until flatus 

 DC，請問下列何項處置正確？  

 (A)需要時每4小時給予1amp Nalbuphine HCl靜脈注射    (B)需要時每4小時給予0.5ml Nalbuphine HCl靜脈注射  

 (C)每天4次立即給予1 amp Nalbuphine HCl靜脈注射      (D)每天4次立即給予0.5 ml Nalbuphine HCl靜脈注射 

18.李小妹3歲，她向媽媽表示藥水很苦，每次服用藥水時都哭鬧不肯喝，護理師應如何處理較合宜？  

 (A)捏住李小妹的鼻子並快速灌入藥物   (B)將藥水加入果汁中混合後再給李小妹喝 

 (C)冷卻藥水用滴管沿著嘴角慢慢送入   (D)將藥水加入牛奶中混合後讓李小妹服用 

19.趙女士自然產後，入住病房時，主訴發冷寒顫，醫囑開立給予烤燈使用，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需先清潔趙女士的身體並擦乾            (B)每2~5分鐘檢查趙女士的皮膚反應  

 (C)使用 40 W 燈泡，距離趙女士 18~24 吋     (D)照射到趙女士說不冷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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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承上題，醫囑開立溫水坐浴，下列那種溶液最適合趙女士使用？  

 (A)溫開水  (B)10-50%硫酸鎂溶液（MgSO
4
）  (C)1:400高錳酸鉀溶液（P.P. solution）  (D)1:100水溶性優碘（β-iodine）  

21.當沿著靜脈注射處有發紅現象，且輸液滴注速度變慢，此時正確的優先處置為： 

 (A)停止該部位注射   (B)用生理食鹽水注入沖洗   (C)調整輸液注入速度   (D)冰敷按摩注射處 

22.有關全血（Whole Blood）輸血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除了血球外，還含有血漿及血清白蛋白等血液成分    (B)適用於手術後大失血的病人 

 (C)為嬰兒換血時，最好使用儲存未超過 3 天的血       (D)瓶裝的血若超過 21 天，應重新消毒後再用 

23.下列何者不是醫院常見的院內感染？ (A)泌尿道感染   (B)消化道感染   (C)手術傷口感染   (D)上呼吸道感染 

24.傾倒無菌溶液時之注意事項，下列何者錯誤？  

 (A)確認溶液的名稱、濃度、有效期限        (B)手握標籤面 

 (C)打開瓶蓋後，將瓶蓋口朝上，置於桌面    (D)在距離無菌區域20～30公分高度，傾倒出無菌溶液 

25.有關高壓蒸氣滅菌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滅菌後保存期限大多是30天     (B)滅菌後加上防塵套，可延長保存期限達兩年以上 

 (C)滅菌後物品不論抱在身上或夾在腋下，均不影響無菌效果    (D)滅菌後物品取用，仍應維持在腰部以上 

26.陳先生預行檢查，醫師開立下列醫囑：Senokot 1
# 

po hs & Senokot supp. 2
# 

c.m.，護理師應如何執行上述醫囑？  

 (A)睡前口服一顆Senokot，並在明晨給予二顆Senokot塞劑 

 (B)三餐飯後口服一顆Senokot，並在睡前給予二顆Senokot塞劑 

 (C)睡前口服一顆Senokot，並同時給予二顆Senokot塞劑 

 (D)三餐飯前口服一顆Senokot，並同時給予二顆Senokot塞劑 

27.關先生入院接受腸道手術，護理師在手術當天協助其放置靜脈針和給予靜脈輸液，護理師應優先選擇下列何部位放 

 置靜脈針？ 

 (A)掌背頭靜脈   (B)前臂副頭靜脈   (C)肘正中靜脈   (D)上臂貴要靜脈 

28.李小姐正在接受靜脈輸液，護理師發現李小姐靜脈注射部位有發紅，微腫脹，觸壓有疼痛感，護理師檢查針頭處有 

 回血，下列措施何者適宜？ 

 (A)繼續注射點滴，但要密切觀察注射部位     (B)繼續注射點滴，給予按摩注射處 

 (C)拔除點滴，隨後給予熱敷                 (D)拔除點滴，隨後給予冷敷 

29.有關烤燈使用，下列敘述何者正確？①運用輻射原理提供輻射熱以促血循 ②適用於植皮受皮區③小烤燈（40 瓦） 

 須距離皮膚 25～30 吋 ④使用烤燈前須清潔皮膚並擦乾以防燙傷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30.下列體液電解質數據何者不在正常範圍內？ 

 (A)血鉀值 4.2 mEq/L   (B)血鈉值 142 mEq/L   (C)血鈣值 5.0 mEq/L   (D)血鎂值 8.1 mEq/L 

31.口腔癌病人，當口腔兩頰潰瘍疼痛時，下列何種漱口水最適合？ 

 (A)多貝爾溶液（Dobell's solution）   (B) 2%硼酸水   (C)水溶性優碘溶液   (D)生理食鹽水 

32.林女士已 6 小時未解尿，主訴下腹部很脹，護理師可採取下列那些方法誘導林女士小便？ 

 ①逆時鐘輕揉膀胱 ②聽流水聲 ③會陰沖洗 ④溫水坐浴 (A)①②①   (B)①②②   (C)①①②   (D)②①② 

33.有關護理人員執行誘尿措施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打開水龍頭，讓個案聽流水聲    (B)鼓勵個案喝水500 c.c.，促進排尿 

 (C)給予個案會陰沖洗              (D)抬高床頭45度，拉上圍簾，提供個案一個溫暖的便盆 

34.王先生罹患糖尿病，護理人員為其執行指（趾）甲護理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①修剪指甲前先浸泡溫水 15~30 分 

 鐘②指甲應修平、趾甲應修剪成弧形③有腳繭時，可用剪刀剪除④可用乳霜由指甲周圍向外按摩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35.測量血壓時，當壓脈帶放氣太快容易發生： (A)收縮壓及舒張壓假性偏低   (B)收縮壓及舒張壓假性偏高  

 (C)收縮壓假性偏低、舒張壓假性偏高    (D)收縮壓假性偏高、舒張壓假性偏低  

36.有關血壓的變化，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四季中，夏天與冬天血壓較高   (B)早晨起床的血壓較傍晚低  

 (C)飲酒過多，容易導致血管收縮而使血壓上升    (D)留鹽激素會使血壓下降  

37.林先生住院檢查後診斷為膽結石合併膽囊炎，接受膽囊切除手術治療，術後三天，體溫高高低低，有時正常有時發 

 燒，則林先生的發燒類型為： (A)恆常熱（constant fever）  (B)弛張熱（remittent fever）  (C)間歇熱（intermittent fever）  

 (D)回歸熱（relapsing fever or recurrent fever） 

38.湯先生的脈壓屬於高壓脈，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觸摸起來感覺血管軟且搏動不明顯     (B)因動脈管壁鬆弛，血管內壓力下降所致  

 (C)是一種異常脈壓，容易發生在心肌梗塞病人休克時     (D)容易出現在老年人、動脈硬化、高血壓的病人 

39.有關等張性輸液特性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溶液滲透壓約295～375 mOsm/L    (B)輸注液體過量會引起利尿作用 

 (C)適用於血量不足時給予            (D)禁用於腦血管損傷患者 

40.護理人員為病患灌入 200c.c.生理食鹽水執行清潔灌腸時，病患說：「我的肚子脹脹的，會痛。」此時護理人員應優 

 先採取下列何種措施？  

 (A)讓病患到廁所去解便，解完後再灌注一次    (B)告知病患快好了，請其忍耐不要解出來，同時繼續緩慢灌注 

 (C)告訴病患這是正常感覺，請其深呼吸以轉移注意力，再繼續灌注    (D)暫時停止灌注，評估腹痛情形，等症狀消 

  失後再灌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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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金字塔之護理部組織設計，督導以樓層分工，則較難達到下列何種組織原則？  

 (A)統一命令原則   (B)管轄幅度原則   (C)專業分工原則   (D)集中原則 

42.下列何者不會造成換氣過度（hyperventilation）的情況？ 

 (A)發燒   (B)糖尿病酮酸中毒   (C)代謝性鹼中毒   (D)害怕焦慮 

43.王小弟小學五年級，下課時間和同學到操場遊戲，不慎跌倒造成下肢多處挫傷流血，王小弟大聲哭喊右腳疼痛無法 

 站立。同學通報健康中心，此時護理師應該準備何種繃帶，到現場協助處理較適宜？ 

 (A)法蘭絨繃帶   (B)石膏繃帶   (C)棉布繃帶   (D)橡皮繃帶 

44.承上題，健康中心護理師到達現場協助王小弟包紮受傷部位，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包紮時鬆緊度適宜，應完整包住末稍肢體以免二度傷害   (B)包紮壓力應均勻，第二圈應覆蓋前一圈範圍1/2～2/3 

 (C)包紮時應抬高肢體，由肢體近心端往遠心端包紮         (D)包紮完畢應在傷口部位結帶 

45.王老太太因左膝嚴重骨性關節炎接受全膝關節置換術治療，手術後第一天，護理師教導王老太太執行左側股四頭肌  

 運動，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這是一種等張運動，可以預防關節攣縮，有利於局部靜脈回流   

 (B)這是一種被動運動，執行時患肢須加以支托以減輕不適 

 (C)這是一種等長運動，可以保持肌肉力量並促進局部血液循環 

 (D)這是一種等張運動，可以增加腿部肌肉的耐受力 

46.腦下垂體前葉分泌生長激素以促進生長，此為睡眠週期中的那一個階段之反應？ 

 (A)REM 第四期    (B)NREM 第二期    (C)NREM 第三期    (D)NREM 第四期 

47.有關繃帶包紮的原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應順人體循環方向，由近心端往遠心端   

 (B)結帶部位在病人的肢體外側時，易使病人因包紮而產生身體心像紊亂問題 

 (C)第一步驟為以環形包紮法定帶     (D)至第二匝時應覆蓋前一匝的 1/4～1/3 

48.有關繃帶與束帶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①包紮四肢時，宜先將四肢放低後，再進行包紮②簡易固定夾板時，可 

 採急螺旋包紮法③粗細不同的肢體，可採螺旋回反形包紮法④固定肘關節敷料時，可採回反摺形包紮法⑤以三角巾進 

 行懸臂帶包紮法，手腕可高於手肘 10～12 公分(A)  (B)   (C)   (D)  

49.張先生於住院期間，經常受到護理人員推車輪子轉動聲音的干擾，以致夜間睡眠常被打斷，張先生於白天可能出現 

 那些症狀？①嗜睡②疲憊③反應遲鈍④臉上皺紋增加⑤很快再進入深睡狀態 

 (A)①②④   (B)①②③   (C)③④⑤   (D)①②⑤  

50.久坐輪椅的個案，下列何部位會因久坐輪椅而導致壓瘡？①肩胛骨②肋骨③坐骨結節突出處④股骨大粗隆⑤兩腳膝 

 蓋內側(A)②④⑤   (B)①②③   (C)①③⑤   (D)③④⑤  

51.李先生疑似肺部腫瘤住院，晚上8點李先生的兒子由臺北趕回來至醫院探視父親，並想了解其父親電腦斷層攝影的 

 結果，下列何者是護理師適當的回應？  

 (A)「我聽醫師說，您父親的檢查結果肺部有數顆大小不一的腫塊」   (B)「醫師已下班，我拿病歷向您解釋」  

 (C)「主治醫師已經下班，不要急，明天得知檢查結果也不會太晚」   (D)「我已聯繫值班醫師，由值班醫師向您解 

 釋檢查結果」  

52.輸血引起急性溶血反應，會出現那些症狀和徵象？①心搏過緩 ②血壓上升 ③寒顫 ④胸悶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53.下列何者是「衝突」概念的傳統觀點？(A)衝突會促進組織的創新，應鼓勵  (B)衝突會降低績效表現，應加以避免 

 (C)衝突會自然產生，不必去壓制它   (D)衝突會促進員工互動，有利組織發展 

54.某年例假日及紀念節日總數 115 天，某單位護理人員平均年休假天數一年 14 天，一年可請公假 4 天執行研究計 

 畫，一年可請公差假 4 天參與在職教育。請問該單位的休假係數是多少？(A) 1.60   (B) 1.94   (C) 2.66   (D) 3.17 

55.協助病患約束時，應注意的事項，下列何者正確？  

 (A)約束帶使用時應綁緊，以預防病患自行鬆脫   (B)每2小時檢查被約束肢體的末梢循環 

 (C)約束時，肢體宜稍彎曲，以避免肌肉攣縮     (D)以雙套結方式固定於床欄上，以方便事後鬆開 

56.劉女士因車禍導致骨盆骨折，目前雙下肢感覺正常，左側可以感覺輕微肌肉收縮，但無法移動腿部，右側肢體可以 

 在床上移動，但無法舉高。此時應給予下列何種肢體復健運動？  

 (A)左側主動運動，右側加阻力運動      (B)左側加阻力運動，右側被動運動 

 (C)左側被動運動，右側協助作主動運動  (D)左側協助作主動運動，右側加阻力運動 

57.王老太太因中風左側肢體偏癱，護理師執行其患側肢體活動的主要目的，不包括下列何者？  

 (A)預防肌肉萎縮   (B)維持關節活動   (C)避免關節攣縮   (D)緩解肌肉疼痛 

58.護理師因處置不當導致醫療糾紛，直接向病患及家屬道歉，並哭著請求原諒，則此行為會產生溝通上之何種障礙？  

 (A)地位上之障礙   (B)語文與語意障礙   (C)情緒上之障礙   (D)資訊之障礙 

59.季麗絲（Gillies）的系統分析法將病人活動內容分為輸入、轉化過程和輸出三個部分。請問下列敘述何者為轉化過 

 程？(A)收集病人病史 (B)病人的疼痛與不適減輕   (C)給予病人治療相關衛教(D)病人自信增強 

60.在執行控制的過程中所應用的原則，下列何者不適當？ 

 (A)成果的衡量需要被量化           (B)會產生重大影響的活動為控制重點 

 (C)訂定閾值以確定可以容忍的範圍   (D)在過程中不宜即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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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鼓勵員工踴躍參加品管圈活動，比較接近下列那個理論觀點？ 

 (A)系統理論   (B)權變理論    (C) Y 理論    (D) Z 理論 

62.爭取升遷時造成組織的鬥爭，是何種招募方式的缺點？ (A)外部   (B)內部   (C)媒體   (D)混合式 

63.某護理師負責照護 6 位病人，上午 9 點時測量生理指標及給藥。甲病人因疼痛要求止痛劑；乙病人血壓高，要求 

 降壓劑；丙病人主訴胸部悶痛臉色發白，醫囑要立即做 EKG。以上情境中那一項是緊急且重要的工作？ 

 (A)測量生理指標及給藥   (B)給甲病人止痛劑   (C)給乙病人降血壓藥   (D)給丙病人做 EKG 

64.護理部計畫門診半年後門診護理師將參與醫院社區醫療服務，此作業的改變過程，門診護理師屬於： 

 (A)主導改變單位（Change Agent）(B)改變標的（Change Target）(C)改變區域（Change Area）(D)改變速度（Change Rate） 

65.下列何者為護理能力進階N1至N2之基本條件？(A)讀書報告  (B)案例分析  (C)個案報告  (D)行政專案 

66.下列何種狀況可能會妨礙有效的溝通？ (A)過量的訊息  (B)清楚的發音  (C)正確的姿勢  (D)適當的場地 

67.護理師為病患灌腸所花費的護理時數稱為：  

 (A)標準護理時數   (B)間接護理時數   (C)直接護理時數   (D)個人時間數  

68.醫院加護病房專科護理師在排班、考核是屬於護理部管轄，但在照顧病人數、記錄方式及病況通報受加護病房主任 

 之領導。此屬於下列那一種組織結構？ (A)簡單結構   (B)功能式結構   (C)矩陣式結構   (D)部門式結構  

69.單位護理師平均直接護理時數約為 2.5 小時，平均間接護理時數約為 0.5 小時，平均相關護理時數約為 0.3 小時， 

 平均個人活動時數約為 0.2 小時，該單位平均護理時數為：(A) 3.5 小時 (B) 3 小時 (C) 2.8 小時 (D) 2.7 小時 

70.護理長為了表現自己領導有方，在績效考核時均給予部屬高分評量，此為下列何種考核偏誤？ 

 (A)向日葵效應   (B)光圈效應   (C)觸角效應   (D)霍桑效應 

71.下列何者與護理主管編列預算的能力無關？ (A)瞭解護理工作目標(B)具高階學位 (C)具成效分析能力(D)具執行力 

72.護理人員與病患一同檢視所訂的目標是否達成，這是護病關係發展那一期的工作？  

 (A)互動前期（preinteraction phase）   (B)介紹期（orientation phase）  

 (C)工作期（working phase）          (D)結束期（termination phase） 

73.規劃新設立之150床乙類社區醫院時，下列何種預算對護理部之發展較佳？  

 (A)固定限額預算   (B)彈性預算   (C)日落預算   (D)零基預算 

74.Lewin 提出的改變理論分為三期，已確定問題存在並感到改變是必須的，是屬於何期？  

 (A)解凍期   (B)改變期   (C)再凍期   (D)於改變期與再凍期中間 

75.根據護理人力成本計算，某病人白班所需的護理時數為2小時30 分，小夜為1 小時，大夜為30 分，該單位的護理 

 人力成本每分鐘為5 元，則該病人一天的護理人力成本為多少元？(A) 300   (B) 600   (C) 900   (D) 1200 

76.護理長查房時發現近來護理人員未依護理常規執行護理技術。為解決這個問題，護理長首先應做下列何事？ 

 (A)命令依常規執行   (B)確認並承認問題   (C)參與分析問題   (D)計劃可能的解決方案 

77.「領導者藉由個人魅力、建立願景及激勵部屬，以提升部屬工作態度及激發部屬對工作更加努力」，上述的描述是 

 屬於下列何種領導理論？ 

 (A)情境領導   (B)交易型領導   (C)分享型領導   (D)轉換型領導 

78.做好「時間管理」，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重要且不急迫的事情應優先處理    (B)適當拒絕他人請託 

 (C)正確使用電話或電子郵件          (D)有效地利用零碎時間 

79. 某新進護理師在護理長輔導下，第二年獲頒「進步小天使」獎，護理長是運用下列何種權力影響？ 

 (A)強制權   (B)專家權   (C)合法權   (D)獎勵權 

80. 加護病房護理長發現該單位的血液管路感染率超過院方規定之閾值。「血液管路感染率」是屬於Donabedian 的那  

 一個醫療品質指標的構面？ 

 (A)結構面   (B)過程面   (C)結果面   (D)綜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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