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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張

（正面）

考 試 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

科 目：社會學與社會工作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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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社會運動具有濃厚的現代性色彩，不斷試圖改造我們日常生活的風貌。而動員結構、

政治機會、文化構框、抗爭劇碼是社會運動的基本四大要素。請以近年來一項社會

運動，來說明這些概念的意義。（25 分） 

二、社區關懷據點自 2006 年推動至今，已成為社區工作非常重要的基礎。請先說明社區

的定義，進而說明社會福利社區化的優點。（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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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題，每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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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頓的偏差迷亂理論（anomie theory of deviance）中所提到的儀式主義（ritualism）型或儀式型，是指下列那一種

行為？ 
不遵守社會規範，也不追求成功的目標，每天無所事事 
依正規的方式達到一切社會所期望的目標 
呆板於遵守社會所提供的制度化方式，是否達成目標並不重要 
不惜任何手段，追求社會所允許的目標 

2 在日常生活中，「矯情」是我們常見的表現。簡單的說，「矯情」就是隱藏我們內心真正的看法，配合社會公眾

與社會的要求，呈現出別人所期待的樣子。試問，下列那個社會學家的理論 能夠用來論述「日常生活的矯情」？ 
涂爾幹的自殺論 高夫曼的戲劇論 馬克斯的階級鬥爭論 佛洛伊德的潛意識論 

3 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是新教倫理所影響的，是下列那一位社會學家？ 
涂爾幹（E. Durkheim） 韋伯（M. Weber） 帕森思（T. Parsons） 馬克斯（K. Marx） 

4 社會學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是由核心、半邊陲、邊陲地區所組成，他

提出的理論是下列何者？ 
世界體系理論 邊陲理論 現代國家理論 後現代理論 

5 家庭組合形式有多種，請問父母與未婚子女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家庭，是下列那一種家庭型態？ 
擴展家庭 主幹家庭 核心家庭 簡單家庭 

6 組織為了解決問題，不斷分化與增長之後，組織日益膨脹，反而變得沒有效能，此現象稱為： 
彼得原理 帕金森定理 目標轉移 科層怠惰 

7 社會學中用來衡量社會所得不平等的指標，其係數的數值愈大代表所得差距愈大，此係數稱為：  
不平等係數（unequal coefficient） 痛苦係數（pain coefficient） 
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 效用係數（utility coefficient） 

8 下列那一位學者提出「理想類型（ideal type）」的概念做為社會研究之分析工具？ 
馬克斯（Karl Marx）  帕森思（Talcott Parsons） 
韋伯（Max Weber）  墨頓（Robert K. Me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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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多數的社會學家認為，影響大部分人 深的社會化單位是： 
學校 家庭 網路 同儕 

10 馬克斯在階級論述中，提及社會階級的不平等主要是源於： 
區域的不平等 經濟的不平等 教育的不平等 聲望的不平等 

11 針對在地老化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在地老化是照顧服務社區化，重視預防照顧的課題 在地老化受到福利社區化概念的影響 
在地老化的推動不需要整合非正式的資源 在地老化實施的過程中，政府也需要參與服務規劃 

12 傳統上所謂社會工作的五大工作方法為下列何者？ 
個案、團體、社區、行政、倡導 個案、團體、社區、行政、政策 
個案、團體、方案、社區、行政 個案、團體、社區、行政、研究 

13 下列何者奠定了社會個案工作的里程碑？ 
珍．方達（Jane Fonda）  珍．亞當斯（Jane Addams） 
瑪麗．芮奇孟（Mary Richmond） 瑪麗．雷蒙（Mary Remon） 

14 2017 年下半年在美國興起的「#MeToo」運動，是指什麼運動？ 
反性侵害及性騷擾運動 反毒運動 反社會運動 反倡議運動 

15 在因應災害工作上，可將災變管理週期（disaster management cycle）分為四個階段，請問是下列那四個階段？ 
準備計畫期、回應計畫期、重建計畫期、緩和期 重建計畫期、回應計畫期、準備計畫期、緩和期 
回應計畫期、準備計畫期、重建計畫期、緩和期 緩和期、準備計畫期、回應計畫期、重建計畫期 

16 社會工作者撰寫個案紀錄時，下列那兩個資料圖示是在記錄中經常呈現的？ 
生命繪本圖、家系圖 家系圖、生態圖 生態圖、排行序圖 家系圖、個案管理圖 

17 關於社會工作，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社會工作是一種綜融的領域，需要許多學科的整合，作為發展專業的基礎 
社會工作者應謹守倫理分寸，不應該走上街頭，或組織社會運動，以避免無謂的動亂 
社會工作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所以內容必須以社會學為主 
社會工作主要是在替政府把關，以避免財政的過度負擔 

18 英國伊莉莎白濟貧法（The Elizabethan Poor Law）訂立於那一年？ 
1501 年 1601 年 1701 年 1804 年 

19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簡稱長照 2.0）是民國那一年開始實施？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20 社會工作師之工作紀錄，依照社會工作師法，其紀錄應由執業之機關（構）、團體、事務所保存。請問保存年限為： 
不得少於三年 不得少於五年 不得少於七年 不得少於十年 

21 「湯恩比館（Toynbee Hall）」屬於下列那一運動的一環？ 
移民墾荒運動 睦鄰組織運動 兩性平權運動 種族平等運動 

22 社會行政的功能，依照帕森思（Talcott Parsons）的意見，有下列那三者？ 
政治、行政、技術三層次  制度、管理、技術三層次 
理論、技術、實務三層次  政治、行政、實務三層次 

23 在社會工作的助人關係中，應遵守下列那個原則，方能建立助人的專業關係情境？ 
自我批判的態度 投入的情感表達 個別化原則 情感性的轉移 

24 試問下列那一個選項是 Jack Rothman 提出社區組織實務的三個模式？ 
社會倡議模式、社會組織模式、地方發展模式 社會排除模式、社會行動模式、地方發展模式 
地方發展模式、社會計畫模式、社會組織模式 地方發展模式、社會計畫模式、社會行動模式 

25 對於社會工作督導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社會工作督導是提升社會工作專業品質的重要方式之一 
社會工作督導在社工教育中扮演著重要的功能 
社會工作督導具有行政性的功能 
社會工作實習生不需要機構實習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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