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學網 105.01.30第一次護理師考試 

考題精準分析 

 科目：行政管理學  授課/資料整理教師：徐珮瑜 

護理師考題出題比例 

章節名稱 題數 比率 

一、管理理論與護理行政管理 2 9.5% 

二、規劃 1 4.8% 

三、組織 2 9.5% 

四、領導 3 14.3% 

五、控制 3 14.3% 

六、人員管理 5 23.8% 

七、品質管理 5 23.8% 

合計 

21 100% 

獨家 



樂學網護理師課程精準命中考題事實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三 42 七 139 五 80 六 112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一 11 七 121 六 114 三 39 七 122 護

導

二

十 

167 六 101 六 95 六 112 四 75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章節 頁數 

五 81 二 21 五 89 七 131 護

導

二

十 

171 一 2 四 56 四 50 基

護

六 

160 七 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