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管理学
2014 年 4 月真题及答案解析

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1. 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是（ ）
A. 梅奥
B. 泰罗
C. 麦格雷戈
D. 韦伯
答案：B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科学管理之父。 A 选项梅奥是人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C 选项麦格雷戈是
X-Y 理论，D 选项韦伯是行政组织理论的创始人，B 选项泰罗是科学管理理论，被称为“科学管
理之父”，所以选项 B 是正确选项。
2. 管理要准确地把握人性，体现了管理理念的（ ）
A. 对立统一观
B. 法制观
C. 人本主义观
D. 伦理观
答案：C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管理理念的内容。管理要准确地把握人性，体现了管理理念的“人本主义”
观 ，所以选项 C 是正确选项。
3. 在系统运行的输入阶段进行的控制属于（ ）
A. 现场控制
B. 前馈控制
C. 反馈控制
D. 事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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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控制的类型，包括现场控制、前馈控制、反馈控制。在系统运行的输入阶
段进行的控制属于前馈控制，所以选项 B 是正确选项，余选项与题干不符。
4. 下列属于控制主体的是（ ）
A. 作业
B. 决策机构
C. 组织的总体绩效
D. 信息
答案：B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控制主体包含的内容，包括偏差测量机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只有选
项 B 是正确的，选项 ACD 属于控制客体，故不选
5. 下列属于反馈控制的是（ ）
A. 患者满意度调查
B. 实行护士资格准入
C. 护理部到临床科室督查
D. 检查医疗护理材料的质量
答案：A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反馈控制所包含的内容。患者满意度调查属于反馈控制，B 选项属于前馈
控制，C 选项属于现场控制，D 选项属于前馈控制，所以选项 A 是正确选项。
6. 在护理人员排班方法中，周排班的特点是（ ）
A. 护理人员班次轮转较频繁
B. 适用于护理人员结构相对稳定的科室
C. 较好地满足了护理人员的个人需求
D. 排班模式相对固定
答案：A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护理人员周排班法的特点。A 选项符合，BCD 选项属于周期性排班法，所
以选项 A 是正确选项。
7. 下列关于绩效评价方法的描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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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行为特征评定法
B. 强迫选择比例法是将护士在工作中的有效行为和错误行为记录下来并进行评价的方法
C. 描述法侧重于评定护理人员在工作中的突出行为
D. 关键事件法可以采用等级制
答案：C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绩效评价的方法。只有选项 C 是正确的，其余选项与题干不符合，故不
选。
8. 护理人员职业生涯规划中，属于内外环境分析的内容是（ ）
A. 分析组织发展战略，明确适合自身发展的条件
B. 分析个人职业发展定位
C. 分析自身实现职业目标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D. 分析自身的职业发展优势
答案：A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护理人员职业生涯规划中，属于内外环境分析的内容。B 选项属于选择职
业发展途径，C、D 选项属于自我评估。属于选项 A 是正确选项。
9. 组织护理人员进行风险预案演练，属于风险管理的（ ）
A. 风险鉴别
B. 风险评估
C. 风险控制
D. 风险监察
答案：C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护理风险管理的常用方法，包括风险鉴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监
察。组织护理人员进行风险预案演练，属于风险管理的风险控制，属于选项 C 是正确的。
10. 1O．属于组织文化精神层的内容是（ ）
A. 组织的价值标准
B. 组织的行为准则
C. 组织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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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组织的工作环境
答案：A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组织文化精神层所包含的内容。B、C 选项属于制度层，D 选项属于物质
层，属于正确选项是 A。
11. 下列属于护理技术标准的是（ ）
A. 护师职责
B. 病区环境管理质量标准
C. 心力衰竭病人的护理常规
D. 药品管理制度
答案：C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护理技术标准体系所包含的内容，选项 A、B、D 都属于护理管理标准体
系，故不选，正确选项是 C。
12. “需求层次理论”的创建者是（ ）
A. 马斯洛
B. 戴尔
C. 麦格雷戈
D. 赫茨伯格
答案：A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需求层次理论的创建者，只有选项 A 符合题干要求，余选项与题干不
符，故不选。
13. 属于社区健康教育评价指标的是（ ）
A. 护理服务覆盖率
B. 卫生知识达标率
C. 差错事故发生率
D. 慢性病患者访视率
答案：B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社区健康教育评价指标的内容，只有选项 B 与题干相符，ACD 选项都属
于社区护理质量管理评价指标。
4

14. 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主要研究（ ）
A. 生产中工人的劳动效率
B. 管理过程和管理组织
C. 生产过程中的人际关系
D. 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
答案：B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选项 A 属于泰罗理论观点，选项 C
梅奥理论观点，选项 D 属于韦伯理论观点，所以选项 B 是正确选项。
15. 根据病人数量及危重程度随时调整护理人员排班，体现了管理的（ ）
A. 弹性原则
B. 整分合原则
C. 反馈原则
D. 动力原则
答案：A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现代管理四大基本原则的概念，根据病人数量及危重程度随时调整护理人
员排班，体现了管理的弹性原则，所以正确选项是 A。
16. 依据时间“四象限”进行分类，组织抢救病人属于（ ）
A. 紧急且重要的事务
B. 紧急但不重要的事务
C. 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务
D. 既不紧急也不重要的事务
答案：A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时间“四象限”法，组织抢救病人属于既紧急且重要的事务，所以选项 A 是
正确选项。B、C、D 与题干不符。
17. 以最少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产出，体现了计划的（ ）
A. 目的性
B. 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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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普遍性
D. 经济性
答案：D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计划的性质：目的性、适应性、普遍性、经济性。以最少的成本投入获得
最大的收益产出，体现了计划的经济性，所以正确选项是 D。
18. 学习型组织的特点是（ ）
A. 横向的组织结构
B. 组织边界模糊
C. 因事设置，专职专人
D. 形式灵活，稳定性弱
答案：A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学习型组织的特点。B 选项属于网络组织，C 选项属于官僚制组织，D 选
项属于非正式组织，所以正确选项是 A。
19. 根据我国卫生组织分类，中华护理学会属于（ ）
A. 卫生行政组织
B. 卫生事业组织
C. 群众性卫生组织
D. 预防服务组织
答案：C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我国卫生组织的分类。中华护理学会属于群众性卫生组织，属于正确选项
是 C。
20. 在管理方格理论中，最有效的领导方式是（ ）
A. 1.1 型管理
B. 1.9 型管理
C. 9.9 型管理
D. 9.1 型管理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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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该题考查的是管理方格中五种理论。最有效的领导方式是团队型（9.9）管理，所以正
确选项是 C。余选项与题干不符。

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21. 现代管理理念包括（ ）
A. “集权”观
B. “普遍联系”观
C. “发展”观
D. “度和量变、质变”观
E. “实践检验真理”观
答案：BCDE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现代管理理念包含的内容。选项 BCDE 均与题干相符，选项 A 不属于现代
管理理念，故不选，属于正确选项是 BCDE。
22. 下列关于结构因素引起冲突的描述，正确的有（ ）
A. 团体越大，成员的工作越专门化，产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小
B. 团体成员流动性越大，产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大
C. 组织中各部门的目标越多，冲突的潜在性就越低
D. 组织内部领导风格苛刻，冲突的潜在可能性越大
E. 过分强调下属的参与，也会引起较多的冲突
答案：BDE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由结构因素引起冲突所包含的内容。选项 BDE 符合题干，团体越大，成
员的工作越专门化，产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大，故选项 A 错误。组织中各部门的目标越多，冲
突的潜在性就越大，故选项 C 错误，所以正确选项是 BDE。
23. 现场控制的内容包括（ ）
A. 护理差错分析
B. 监督下级工作
C. 及时纠正偏差
D. 向下级指示恰当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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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财务报表
答案：BCD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现场控制所包含的内容。AE 选项属于反馈控制，故不选。所以正确选项
是 BCD。
24. 护理质量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 ）
A.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
B. 进行质量教育
C. 制定护理质量标准
D. 创建组织文化
E. 持续改进护理质量
答案：ABCE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护理质量管理的基本任务。创建组织文化不属于护理质量管理的基本任
务，故不选，所以正确选项是 ABCE。
25. 诱发护理风险的相关因素包括（ ）
A. 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及承受力
B. 护理人员服务态度
C. 护理人员技术水平
D. 医院环境
E. 护理人员配置
答案：ABCDE
解析：该题考查的是诱发护理风险的相关因素。由题干可知，选项 ABCDE 均符合。

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26. 医疗过失行为
答案：医疗过失行为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因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制度和诊疗护理常规，不是主观故意但是客观上有过失而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行为。
27. 组织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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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组织变革指组织为达成组织目标，根据其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情况的变动，不断对组
织成员、技术、制度、理念和行为方式进行有意识的调整、创新和发展，以适应组织所处的内
外环境、技术特征和组织任务等方面的变化，适应未来组织发展的需要。
28. 绩效评价
答案：绩效评价指组织的上级管理人员对其下属员工在规定时间内所完成的工作任务进行考察
评定的过程，是管理者结合被评员工的岗位要求和个人特点，对绩效水平达不到组织要求的护
理人员进行调整、培训、转岗、留聘等的管理活动。
29. 护理成本控制
答案：护理成本控制是按照成本控制流程，对护理活动进行财务管理的过程。
30. 临床教学
答案：临床教学是指帮助学生将既往学到的基础知识与有关疾病的诊断、治疗及护理患者的操
作技能相结合，并获得进入健康保健系统所必需的专业及个人技能、态度和行为。

简答题(本大题共 7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35 分)
31. 简述现代管理的特点。
答案：（1）强调人的因素（2）强调信息的作用（3）强调组织的绩效（4）强调系统分析方法
（5）强调组织的预测能力（6）强调变革和创新
32. 简述能级原则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答案：（1）准确全面掌握下属的能力结构和特长，并按其特长安排工作（2）注重对护士能力
的培养（3）注意能级的动态对应（4）不同的能级应该表现出不同的责任、权力及物质利益和
精神荣誉
33. 33. 简述制定计划的步骤。
答案：（1）确定目标（2）分析组织实现目标的资源（3）修正目标（4）确定计划方案（5）
确定具体行动计划（6） 监测评估
34. 34. 简述组织设计的原则。
答案：（1）统一指挥原则（2）责权一致原则（3）分工协作原则（4）精干高效原则
35. 简述选择控制关键点应考虑的因素。
答案：（1）影响整个工作运行过程的重要操作与事项；（2）能在重大损失出现之前显示出差
异的事项，只有选择那些易检测出偏差的环节才有可能对问题做出及时和灵敏的反应；（3）
选择若干能反映组织主要绩效水平的时间和空间分布均衡的控制点，以便管理者对组织总体状
况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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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简述护理人员排班的基本原则。
答案：（1）满足患者需要（2）全面掌握护理人员状况（3）熟悉本护理单元的工作规律（4）
公平对待所有员工（5）能及对应原则
37. 简述社区护理管理的基本要求。
答案：（1）工作时间和人力安排应以人为本，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需要。（2）在护理实践中
运用护理程序，根据服务对象的评估情况，制定并实施护理计划，提供整体护理。（3） 为保
障社区医疗护理安全，有效防止差错、事故和医源性感染的发生，针对社区护士工作独立性
强、工作环境复杂的特点，必须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4）应建立社区护士规范化服务的
管理制度，如家庭访视护理、慢性病患者护理管理、康复护理等制度，实施社区护理技术服务
项目并逐步规范。（5）实施社区护士继续教育制度。（6）社区护士应佩戴胸卡，工作态度热
情诚恳、耐心细致、仪表端庄。（7）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治疗室（输液室）应独立设
置，布局合理，工作环境整洁、安静、安全、有序。（8）护理基本设备齐全，入户服务护理
用品、交通工具以及通讯联络条件有基本保证。

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38. 试述决策的步骤。
答案：（1）识别问题/机遇 识别问题/机遇的目的是找出决策究竟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是为了抓
住机遇，这是确定决策对象的一个步骤。（2）诊断问题 识别出问题/机遇后，还需要根据各
种现象和数据分析与诊断问题/机遇产生的原因，以便能够分析和找出解决问题和抓住机遇的
办法与措施，以及可替代的行动方案。（3）确定决策目标 决策者在找到问题/机遇及原因之
后，还要确定决策目标，即确定决策要达到何种效果。（4）制定备选方案 必须找出可行的多
种可替代的方案，以便在决策过程中能够从多个可替代方案中选优。（5）评价和选择方案 首
先根据决策目标对可替代备选方案的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可以使用可行性分析和决策分析方
法，权衡利弊得失，确定出最终的决策方案。（6）实施和监控 决策实施步骤中的主要工作
有：1)制定实施的具体计划和措施；2）确定实施所需的各种资源及其配置；3）分配实施中所
包含的具体任务；4）建立实施工作报告制度并及时报告；5）做好跟踪决策和实施调整；6）
决策者还必须对决策实施情况进行监控，如果实施结果出现偏差就必须采取纠偏行动，如果环
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就必须做出跟踪决策以修正目标和行动方案。
39. 试述在特殊情况下，为保障正确执行医嘱，医务人员之间的有效沟通措施。
答案：医务人员之间的有效沟通，做到正确执行医嘱是医疗质量的重要保证措施。主要措施
有：（1）通过诊疗活动中医务人员之间的有效沟通，做到正确执行医嘱，不得使用口头或电
话通知的医嘱或检验数据。（2）只有在危重患者紧急抢救的特殊情况下，对医师下达的口头
临时医嘱，护士应向医生重复，在执行时实施双重检查，事后应准确记录。（3）在接获口头
或电话通知的患者“危急值”或其他重要的检验结果时，接获者必须规范，完整地记录检验结果
和报名者的姓名与电话，进行重复确认后方可提供医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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