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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非自願案主拒絕服務的行為一直被心理動力論（psycho dynamic）視為是潛意識對
改變的抗拒心理（resistance）。試以法定強制對象為例，從充權觀點（empowerment 
perspective）說明應如何規劃非自願案主團體工作的初期工作，以催化關係與團體
目標建立？（25 分） 

二、一名 15 歲少女因遭繼父性侵而進入兒少保護體系；事件發生後，少女表示不願意
繼續住在家裡、也不願意進入安置機構，自行在外與已成年的男友同居。少女表示，
與男友有性關係，且案母知情也默許，並會資助房租。負責此案的社工認為這是「案
主自決」，故未採取任何干預措施。試說明此案是否適用「案主自決」，並說明此
案處置是否有倫理過失？（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2107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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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4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試問處遇性團體與任務性團體有何不同？ 
處遇性團體以達到團體目標為主；任務性團體具有教育功能 
處遇性團體具有治療功能；任務性團體以成員的情緒支持為主 
處遇性團體以滿足成員的成長性需求為主；任務性團體以完成任務為主要目標 
兩者沒有不同 

2 「轉介」是服務案主過程中常用到的技巧，請問社會工作者在轉介時，最需要遵循那一個原則以避免案
主拒絕？ 
讓案主表達感受、了解其所需 承諾案主會提供最適當的資源 
對於轉介後服務提供者的內容與品質進行保證 說明轉介服務的好處，並鼓勵案主接受轉介 

3 一位逃家少女跟社工說：「我對於爸爸管教的方法實在無法接受，爸爸很明顯的偏愛哥哥，家裡有好吃的
都先給哥哥吃，我什麼都沒有，還得幫忙照顧妹妹，妹妹也只會撒嬌，我變成了家人的眼中釘，既然
如此，那乾脆離開這個家，省得家人看到我就覺得礙眼…..」聽完這個少女對家人的描述後，社工回答：
「雖然我不是你，但是聽起來，你覺得難受，也很受傷，因為妳覺得爸爸偏心。」請問這位社工所用的
是那一種技巧？ 
再框架（reframing） 同理（empathy） 充權（empowerment） 真誠（authenticity） 

4 社會工作發展中十分具有影響力的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COS），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於 1887 年在英國倫敦開始建立了第一個組織 從事濟貧的工作 
由公部門主導的社會工作模式 運用大學生進入社區提供服務 

5 試問綜融社會工作實務的內涵是？ 
了解體系內、體系間和環境體系等多元體系的改變潛力 
用標準化作業流程將社會工作服務分為案主及社會環境，分別處理個別的議題 
綜融社會工作者不需要了解社會政策 
社會工作者的權益保障高於案主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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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會工作者遇到案主有嚴重的情感轉移問題，造成處遇上的障礙，工作者必須轉換處遇的方式，以下那

一種模式最適宜？ 
精神分析模式 認知治療模式 短期焦點或任務取向模式 存在主義模式 

7 試問以下那一個不是社會團體工作的實施原則？ 
重視社會工作的專業目標 尊重團體的整體性 
注重個體的差異性  必須是封閉性環境才能進行團體 

8 有關團體動力的描述，何者錯誤？ 
在團體中，個體與整體之間的關係並非是團體動力的重點 
在團體中的任何現象皆是屬於整體的一部分 
部分與部分之間具有互賴關係 
團體動力的眼光下團體是「有機的」整體 

9 Toseland 和 Rivas 將團體分成處遇性和任務性團體，下列有關兩種團體特質的描述，那一項是正確的？ 
處遇性團體中的角色主要是互動的結果，任務性團體的角色可以是互動的結果，也可以被指定 
兩種團體都很重視自我表露，前者重視情感的表露，後者重視意見的表露 
兩種團體重視開放式溝通的程度是一致的，越開放溝通，越能夠達到目標 
兩種團體都很重視保密，對於保密內容和保密的嚴謹度要求都一致 

10 為了讓特定的成員能夠在團體暢談敏感的議題（例如：少女的交友、家庭暴力受害經驗），團體的組成以

特定的年齡或性別為考量，排除其他特徵者，有關這樣的作法，下列何者正確？ 
因為排除其他特徵者，有歧視這些特徵者之嫌，應該避免 
因為考量團體的目標和運用的需求，這樣做很合理 
資源運用或分配並不公平，違背社會工作正義的倫理原則，應該避免 
這是團體效能和資源公平分配的倫理兩難議題，怎麼決定都不正確 

11 你（妳）帶領一個病友支持團體，發現幾位成員組成次團體，下列那一種因應方式最適宜？ 
次團體不利於團體的動力和凝聚力，不該鼓勵 
成員可以從次團體得到支持，無論如何都應該予以鼓勵 
評估次團體的衝擊，如果是負向，必須在團體過程提出討論 
評估次團體的衝擊之後，如果屬於正向，才予以鼓勵 

12 你（妳）帶領一個處遇團體，有兩位成員想和你（妳）進行團體之外的個別接觸，身為領導者，下列那

一種作法最適切？ 
一定要鼓勵，因為這類接觸提供了討論該成員參與團體或問題行為的機會 
不鼓勵，因為會讓其他成員嫉妒，也減損了團體的功能和目的 
鼓勵這類接觸，因為可以同時進行團體和個案工作，強化團體和個案工作交互的效果 
不一定要鼓勵或制止，凡事依據團體的目的和接觸的效益而定 

13 團體領導者對著團體說：「我對我們團體現在的情形有些擔心，你們當中有些人在講悄悄話，有些人沒有

在參與，有些人在做自己的事，沒有傾聽其他成員的分享，我想知道每個人對團體現在的情形有什麼感

覺。」這項回應比較貼近以下那一種技巧？ 
針對少數成員的干擾行為進行面質，減少他們的行為對整個團體的影響 
針對團體整體發言，中立地將當下行為加以描述，催促團體的過程 
重申團體的規範，並呼籲干擾的成員必須信守團體規範 
領導者真誠吐露自己對團體成員的感受，目的是減少負向行為 

14 有關團體的凝聚力，下列何者正確？ 
凝聚力高的團體成員比較不容易真誠的表達內心的憤怒和說出彼此的衝突 
凝聚力不一定會增強成員自尊和相互接納，但可強化成員互相傾聽的意願 
凝聚力高的團體成員會努力遵守團體規範，有成員違反團體規範的時候會努力維護 
凝聚力高的團體成員不會過度依賴團體，因為團體成員展現很強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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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Yalom 的團體工作強調重視「此時此刻」或「當下」（here and now），以下有關「此時此刻」的技巧何者

是正確的？①重視此時此刻團體的經驗，對其他成員、對領導者、對團體感受的表達 ②重視團體當下

互動過程和事件，團體之外或成員過去生命事件都不重要 ③重視當下過程的反思，檢視當下的互動關

係和行為 ④重視當下的互動關係和方式，勝過於重視成員之間的言談內容 
①②④ ①③④ ①②③ ②③④ 

16 你（妳）服務的機構負責社區中的新住民關懷工作，因為新住民人數不斷的成長，機構無法獨立滿足案

主群的整體需求，你（妳）服務的機構開始和社區中另外兩個團體合作，發展出共同的願景，共同分擔

責任和分享資源和目標，這種服務機構之間建立的關係屬於下列何者？ 
聯繫會報 協調 聯盟 共管 

17 Rothman 提出社區工作的三個模式，那一個模式最能夠針對弱勢者的權益，將他們組織起來，採取行動，

伸張社會正義？ 
社區發展模式 社區計畫模式 社區行動模式 社區組織模式 

18 長期照顧社會工作者會徵詢各方意見一起關心健康議題，讓居民得到適切的服務。試問，社會工作者所

運用的工作方法是？ 
以社區為基礎的工作  以績效為基礎的工作 
以個案管理為基礎的工作 以團體動力為基礎的工作 

19 「福利社區化」的概念和意涵在民國 84 年「全國社區發展會議」提出，其內涵包括下列那幾項？①結合

正式和非正式的社區照顧資源 ②整合社區服務網絡，提供各種服務的轉介 ③社福機構或團體合作將

一項或多項服務落實在社區中 ④具有多元文化的意識形態 
①②④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20 以下那一個不是社區需求評量的方式？ 
分析服務資源 分析社會及衛生指標 舉辦類別團體調查 舉辦社會運動 

21 以下何者為福利社區化的推動項目之一？ 
社區景觀再設計 社區巡守隊 社區兒少的課後照顧 社區資源回收 

22 某社區有許多新住民的家庭，除了照顧小孩也長期擔負照顧失能老人的責任，經濟上也屬於弱勢，社區

的資源卻很缺乏，權益沒有被重視，社會工作者可以透過下列那些方法協助他們？①進行福利社區化 

②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③充權或倡導 ④推動社區照顧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3 在福利社區化的過程中，社會工作者為了服務社區中的身心障礙者，必須整合多元的服務網絡，個案管

理成為重要的議題，以下那些項目屬於福利社區化過程中，個案管理的主要目的？①提供全面和統整的

連續性服務 ②促進服務的可近性和社會責信 ③監督服務的提供 
僅①② 僅②③ 僅①③ ①②③ 

24 社會工作者投入社會倡議的運動，所要回應的議題是？ 
與被剝奪公民權的人群建立夥伴關係，產生社會對立的氛圍 
讓個案管理模式更加落實 
社會倡議持續透過專業證照實踐社會正義 
促進社會變遷以改善生活品質 

25 安寧照顧是一個專業整合的照顧方案，試問，以下那一項專業服務並不是安寧照顧服務的工作者？ 
醫生 物理治療師 社區規劃師 宗教牧靈人員 

26 一群熱心的志工進入災區進行救災，出現創傷後壓力反應，請問以下那一項是創傷後壓力反應的類型？ 
經驗重現 接納自我 同理情境 真誠面對現狀 

27 下列那一項屬於「生態系統觀點」在實務上的應用原則？①個案的問題和家庭的問題都是因為環境資源

的不足或資源的取得遇到障礙所造成 ②干預的主軸在於中介、外部和鉅視系統，不重視微視層面，以

免將問題歸因於個人 ③處遇的過程，工作者會強調個案的能力和力量 ④生態系統觀點所定義的「標

的系統」（target system）是指案主面對的問題或需要改變的行為，不是案主或案主家庭本身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②④ 

28 一位獨居長者申請低收入戶身分，因為文件不齊全，後來補齊，卻遲遲沒有結果，對社工說：「我越來

越不相信你們，我已經盡力了，卻都沒有結果，你們是在刁難我，讓我申請不到…..」。社工回答如下：

①你對申請的進度緩慢，感到失望和不滿，也開始懷疑是不是能夠申請到 ②申請還沒有結果，你好像

覺得很挫折，你再等一等，一定沒有問題 ③申請沒有結果讓你覺得生氣挫折，也開始懷疑社工和機構，

覺得沒希望 請將上述三個回應，依照同理的層次，從低層次到高層次，依序排列： 
①②③ ②①③ ③②① ②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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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國中二年級的小強因為父親管教過度威權，經常挑戰其權威；現在正在和父親吵架，小強的姐姐即刻出

來試圖轉移父親的注意力，吵架的事就暫時平息，但是沒有解決父子吵架和家庭根本的問題。這種家庭

現象屬於下列何者？ 
三角關係 均衡或平衡 結盟 角色衝突 

30 下列關於家庭生態圖的描述何者錯誤？ 
是由家系圖擴大延伸出來 
重視家庭與內外在組織或者團體的關係 
可以用來檢視家庭問題的世代之間的關係 
透過圖形來表示性別和單位，線條來表示關係及其強弱 

31 對社會工作服務所提出的「人在情境中」，所要描述的是： 
社會情境的處遇應該高於對於人的關懷 介入環境提供服務是從事個案工作服務的捷徑 
強調人與環境互動下產生的交互影響 造人、造物及造景應該一起進行 

32 依據 Reamer 的倫理指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生存權優於其他價值  追求個人基本幸福時可以不用承擔後果 
在個人自由意志下的決定也要遵守法規 公共利益優先於維護個人私益 

33 下列何者是與「非自願性案主」工作，最佳的晤談方式？ 
面質式會談，指出案主被強制的原因，藉以強化個案對問題的覺知 
動機式會談，社會工作者以討價還價的方式協商處遇目標 
和解式會談，社會工作者的立場是協助個案和強制其接受處遇的機構和解 
真誠式會談，社會工作者吐露自己也有過類似的艱困經驗，能了解案主感受 

34 使用自我（use of self）是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常用的技術，請問下列那一項屬於使用自我的做法？ 
深層次的同理心，將覺察到的個案情緒反應出來 
示範真誠的行為或適時揭露自己的經驗、想法 
透過案主的轉移，處理其和工作者的關係之議題 
同理心或設身處地和案主互動，並給予的正向回饋 

35 社會工作者會針對個案問題進行評估（assessment）和診斷（diagnosis），下列有關兩者的敘述，何者正確？ 
診斷比較有焦點，診斷的結果可以作為評估的基礎 
診斷是簡要的描述案主問題，因為簡化和具體，比評估更有實務的用處 
評估是依據明確標準對個案問題進行簡要的描述，比較有用 
評估描述的是症狀，是診斷的基礎 

36 社會工作師在進行個案處遇時，與案主設定工作目標並且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請問是屬於什麼工作模

式？ 
生態系統模式 優勢觀點模式 任務中心模式 個案管理模式 

37 在救災過程中，許多的資源湧入災區，請問你（妳）會如何進行資源的管理？ 
資源募集越多越好  資源盤點過度繁雜，直接快速捐出即可 
資源募集與管理應考量特殊族群的不同需求 不要讓資源進入災區以免造成混亂 

38 一位媳婦辭去工作長年在家中照顧公婆，過程中沒有得到妯娌的協助與支持，反而常常被責怪照顧不周，

照顧者因而求助社會工作者。試問若你（妳）是這位社會工作者，你（妳）覺得以下那個情況不是這位

求助者所面臨的議題？ 
性別不平等的議題  有足夠的家庭及社會支持 
照顧者被視為愛的勞務沒受到關注 需要相關的照顧服務介入 

39 以下的描述不是社會工作者投入食物銀行的服務目的？ 
社會工作者透過食物銀行的服務可協助弱勢者物資的需求 
社會工作者可以透過食物銀行的服務深入家庭提供專業的服務 
社會工作者可以透過食物銀行的服務，評估服務對象的其他服務需求 
社會工作者可以透過食物銀行的服務增加服務亮點 

40 長照十年 2.0 計畫包括 ABC 三種等級的中心或單位，下列那些項目屬於 A 級單位的任務？①整合社區資

源 ②社區資源結盟 ③社區柑仔店 ④社區總體營造 
①② ②③ ①④ 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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