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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非題，每題 1.5分[共計 12分] 

(1)護理理念可協助專業團體發揮其無限的可能性與自主性，進而了解該專業所具有的影響力。 

(2)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於“健康促進”之定義為「是讓人類對於自己的健康更有控制力之充權的過

程」。 

(3)台灣軍中護理之母為陳翠玉。 

(4)我國護理的起源導因於甲午戰爭，所簽訂不平等條約。 

(5)第一位到中國的護士是菲比。 

(6) 1909 年，美國護士 Simpson 協助成立中華護士會，統一全國護理教育標準。 

(7)產後月子中心的業務範圍屬於以醫院為基礎的持續性照護。  

(8)強調護理人員對環境控制的重要性，應善用新鮮空氣、照明與保持清潔與安靜來幫助病患康復的護

理專家為韓德森(Henderson)。 

 

二、選擇題，每題 1.5分[共計 18分] 

(1)目前國內現有護理人員的養成教育不包括： 

(A)職校教育 3年    (B)專科教育 2-5年    (C)大學教育 4年  (D)技術學院教育 2-4年 

(2)陳小姐要至高雄長庚醫院上班，依據現行護理法之規定陳小姐執業時必須加入之專業團體是： 

(A)台灣護理學會   (B)國際榮譽護理學會  (C)新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D)助產士公會。 

(3)護理法規定，護理人員需製做護理紀錄，其保存期為?  

(A) 3年            (B) 5 年              (C) 7年              (D) 10 年 

(4) Carper 歸納護理知識的內容不包括：   

(A)經驗學          (B)倫理學            (C)個人認知          (D)神學 

(5)政府於何年頒布 “護理師”職稱，並增列高考護理師考試? 

(A) 1945年         (B) 1961 年           (C) 1965年           (D) 1970 年 

(6)下列哪個時期是護理的黑暗期? 

(A)中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後               (B)十字軍東征期間   

(C)宗教革命後                           (D)文藝復興期間 

(7)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開始於何年? 

(A) 1995 年         (B) 1994 年           (C) 1993 年           (D) 1996 年 

(8)中世紀後護理逐漸脫離宗教的約束，成為一種獨立的護理專業，下列哪個組織在當時最富盛名? 

(A)南丁格爾姊妹會  (B)耶路撒冷姊妹會    (C)紅十字姊妹會      (D)慈善姊妹會 

(9)處理病人健康問題的優先順序，應先考量： 

(A)問題解決的難易度                     (B)病人問題的緊急性 

(C)多數病人的共通問題                   (D)護理措施所花費時間得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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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列合者不屬於預防保健體系?  

(A)職業衛生護理   (B)衛生所護理工作    (C)居家護理          (D)學校衛生護理 

(11)護理人員站在病人立場及觀點為病人說話，所扮演的角色為?  

(A)代言人         (B)諮商者            (C)照顧者            (D)協調者 

(12)影響健康的因素，最主要者為： 

(A)生物因素、基因、成長過程、老化      (B)生物因素、環境 因素、生活型態、醫療保健服務 

(C)社會、政治、生活型態、飲食習慣      (D)預防、治療、醫療保健服務 

 

三、選擇題，每題 2.5分[共計 25分] 

(1)綜合性護理由哪些護理工作模式組成? 

功能性護理     成組護理     全責護理     個案護理 

(A)             (B)               (C)               (D)  

(2)有關護理人員職業執照之敘述，何者為是? 

每 5年須更換一次       每 6年須更換一次     取得在職教育 120 小時 

取得在職教育 150小時   終生有效不用更換 

(A)             (B)               (C)               (D)  

(3)下列有關中國近代護理人員對護理發展的貢獻之敘述，何者為是?  

周美玉女士於抗戰時，其對軍中護理發展貢獻良多。  鐘茂芳女士號召成立中華護士會   

麥基妮為第一位來中國的護理人員                  陳翠玉為台灣護理教育的重要推手 

(A)           (B)             (C)             (D)  

(4)林太太被診斷為肺癌，開始求神問卜及到處搜尋秘方，有關其行為顯示她正處於疾病行為的哪一期?  

(A)感覺徵兆期      (B)假設生病角色期    (C)接觸醫療照護期    (D)病人角色依賴期 

(5)南丁格爾對健康的看法，下列敘述何者最合適?  

(A)健康是防預線的動態平衡，透過預防的各種活動，以減輕壓力源。 

(B)一個人達到整合與完美狀態，並強調適應良好即表示健康。 

(C)沒有傷害、病痛與疾病，且能處理所面臨的問題，達到自我照顧。 

(D)運用每一種能力的狀態下，且無任何疾病，並強調在最自然的情境下，協助病患恢復與保持健康。 

(6)護理過程中，確立護理問題的基本構成因素為 PES，下列描述何者正確且完整? 

 P 為病人(patient)    P 為問題(problem)    E 為原因(etiology)    S 為症狀(sign)   

 S 為徵候(symptom)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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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國內成為正式執業護理人員，於護理學校畢業後依序需要經歷哪些步驟?  

通過考試院的護理師資格考試     加入執業當地公會     至執業當地衛生局申請執照 

至衛生福利部申請護理人員證書 

(A)         (B)            (C)            (D)  

(8)有關健康與疾病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健康是一種持續的狀況，是動態的   健康與疾病是相對性的關系   

健康與疾病是有明顯的界線      一個人的健康狀態會受個人生活事件與政治社會狀況所影響 

(A)           (B)              (C)             (D)  

(9) 2020 年的健康白皮書，呼應了： 

延長平均餘命      健康促進     醫療資源均分     全民均健  

(A)             (B)                (C)               (D)  

(10)當個案疾病階段屬於易感染期，下列醫護措施何者適當?  

促進健康     特殊保護     早期診斷和適當治療     限制殘障 

(A)            (B)                (C)               (D)  

 

四、填充題[共計 15分] 

(1)護理過程的步驟，依序為：      、      、      、      、      。(每空格 2分，共計 10分) 

(2)護理理念的四大要素為：      、      、      、      。(每空格 1分，共計 4分) 

(3)國際護師節的日期為每年    月    日。(每空格 0.5 分，共計 1分) 

 

五、問答題，每題 10分[共計 30分] 

(1)請寫出護理人員的轉化內涵包括哪些?  

(2)請寫出南丁格爾對護理的貢獻（至少寫出五項）。 

(3)請畫出馬斯洛(Maslow)的人類基本需要階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