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學網 105.01.30第一次護理師考試 

考題精準分析 

 科目：社區護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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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衛生行政組織 0 0% 

二、我國健康照護體系 1 2.6% 

三、全民健保 2 5.1% 

四、公共衛生與社區概論 2 5.1% 

五、社區健康評估與社區健康營造 3 7.7% 

六、健康促進 4 10.3% 

七、衛生教育 2 5.1% 

八、流行病學 2 5.1% 

九、生命統計 0 0% 

十、傳染防治病 1 2.6% 

十一、家庭評估與家庭護理 4 10.3% 

十二、婦幼衛生 2 5.1% 

十三、中老年病防治 5 12.7% 

十四、長期照護 4 10.3% 

十五、環境衛生 3 7.7% 

十六、學校衛生 4 10.3% 

十七、職業衛生 0 0% 

合計 

39 100% 

獨家 



 

 

樂學網護理師課程精準命中考題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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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珮瑜老師給大家的話 
 

 

不改以往的慣例，篩檢的效度計算幾乎必考，一再叮嚀「不

能放棄數學」。 

還有，社區、基護逃不掉與時勢緊密連結的宿命，上課時非

常強調新移民課題，超級超級愛考的！ 

有些題目結合了社區、基護、內外，所以有乖乖上課同學一

定勝任愉快這些重複上課強調的考題。如第 52題身高，體

重，BMI的計算，如第 55題 Lalonde的模式，如第 41題死

亡前生命尊嚴屬於健康照護那一段體系，都是一再重複的

教。 

大家只要按部就班的依照樂學網進度上課唸書，至少可拿到

八成分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