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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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身心障礙者長期接受居家照顧服務。因為早年家庭的衝突恩怨而受

家人虐待，居家照顧服務員雖然知情，卻沒有通報，只是簡略寫在訪視

紀錄中。最近有鄰居看不下去而爆料給地方一名資深記者。該名記者找

到負責居家照顧業務的社會工作督導者，詢問他案家的私人資訊（如家

人過去的外遇、婆媳衝突等隱私恩怨）。該名記者告訴社會工作督導者，

新聞報導的焦點會放在這戶家庭的故事上，好讓社會不注意居家照顧服

務員和社會工作督導者的可能過失。請問本案例涉及那些倫理規範？有

何可能的業務過失議題？（25 分）

二、兒童少年保護工作中，有關安全評估的重點為何？要考慮那些安全計畫？

（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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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危機介入的基本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以優勢觀點和培育復原力，協助案主增能及運用環境資源
處遇前需評估案主系統可能受到的潛在傷害，但過程中不再進行評估
社會工作者保持被動的角色，服務過程由案主主導
危機介入的期限是沒有時間限制

2 有關世界各國社會工作專業發展趨勢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從有理論發展為無理論
從大眾參與工作發展到少數人參與工作
從不計成本的工作發展到講究方案的評估及成本效益的分析
從事先的預防到事後補救、治療

3 關於社會工作是否為一門專業的論述，下列何者正確？
過程論判斷社會工作是否為專業學門的方法，是以理想上專業應出現的特質加以衡量
權力論在探討社會工作是否為專業時，是以專業的發展過程來檢視
依據特質論，如果職業團體可以在決策行政、界定需求及問題、資源獲取、對人群、對工作領
域有影響力，即是一門專業
社會工作專業化的挑戰之一即是缺乏實務有效性的明證

4 基於男性優於女性之信念而產生的壓迫，此信念來自於相信男女天生不平等。此項是屬於下列何
者歧視之類型？
性別歧視主義 階級主義 年齡歧視 同性戀恐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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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刑事司法領域中，社會工作的工作範圍涵蓋相當廣泛，有關犯罪相關理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
確？①個人化理論認為罪犯是社會的受害者，認為社會需要改變 ②社會學觀點認為個人需要對
犯罪行為負責，但是結構性的社會問題亦需要解決 ③嚇阻理論認為犯罪者無法自制，可以運用
懲罰阻止犯罪 ④生物決定論認為犯罪者是遺傳造成，無法自制，因此要監禁犯罪者 ⑤行為主
義認為偏差和犯罪行為是不當的學習反應
①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 ②④⑤

6 社會工作包含價值體系、知識體系及專業技巧，關於價值觀對社會工作的影響，下列何者正確？
Levy 認為社會工作的價值不是一種對集體責任的思考，而只是建構社會工作專業使命

價值觀具有概括性，有其歷史的起源與經驗的基礎，但是不帶有情感因素
Perlman 認為價值觀影響我們實務工作的每一個層面，實務工作者不需要有意識地察覺到價值
觀的存在
對於社會工作使命的本質、社會工作者與案主及同儕的關係、服務方法的運用以及倫理兩難的
解決，價值觀扮演關鍵的角色

7 有關國際社會工作者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IFSW）2014 年對社會工作
專業定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社會正義、人權、集體責任和尊重多元是社會工作的核心原則
社會工作是實踐為本的專業
社會工作在促進社會變遷、社會發展和社會凝聚
社會工作的主要理論知識基礎是社會學和心理學

8 有關社區工作目標之焦點，下列何者錯誤？
社區工作要針對區內居民需要解決社區問題 社區工作要聚焦在社區環境及制度改革上
社區工作要能關注改善個人與社區的關係 社區工作要能避開社區的權力和利益問題

9 在跨專業服務的燒燙傷病房，社會工作者協助即將出院的患者銜接後續的社區醫護機構，並將患者
需求反應給相關單位或機構，和增強其持續復健動機。下列何者不是社會工作者主要的角色功能？
資源連結者 情緒支持者 教育者 增權者

10 社會工作者提供早期療育服務常運用個案管理模式，但實務運作過程往往太過於強調多重問題需
要多項資源的整合與轉介功能，而易忽略社會工作者的何種角色功能？
教育 需求評量 心理社會介入 倡導

11 關於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工作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社會工作者的實務經驗予以彙整分
析，有助於修正理論 ②理論概念提供社會工作專業人員之間相互理解的基礎 ③社會工作的實
務理論基礎不會因不同的社會文化結構和社會變遷而有所差異 ④運用折衷學派不需要理論基礎
①② ③④ ①④ ②③

12 關於心理暨社會學派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此學派認為問題解決的短期處遇比長期處遇更為有效
此學派主要目標在於培養與增強案主良好的問題解決態度及技術
此學派的目標之一在於改變案主的早期生活經驗，以增加社會生活功能
此學派認為普遍而言可以直接滿足案主生活需要來協助案主解決問題

13 青少年對自己無法受同儕歡迎，歸因於沒有酷炫的手機。下列何者不是認知行為理論工作者會採
取的工作取向？
分析青少年需要用外物證明自己的早年生活經驗
討論人受歡迎和使用手機廠牌之間的關聯
討論「受歡迎」的各種可能定義
學習建立人際關係技巧

14 任務中心模式強調標的問題要清楚明確。下列何者較符合該模式所強調的「操作化任務」
（operational task）陳述？
幫助案主用更果斷的方式處理兒子的問題行為
幫助案主更有效地準備期末考試，以免遭到學校退學
協助案主在 2 天後向公司經理提出加班津貼的書面要求
協助案主改善自己上班遲到的壞習慣

15 30 歲的某先生於婚後 5 年終盼得 1 子，但照顧 3 個月大的新生兒讓他每天晚上多次起床，常感
睡眠不足。2 週前，辦公室剛搬入新辦公大樓，上個月他甫晉升一級主管，對於辦公室如何擺設，
以及對任職多年的單位中，為了發揮領導功能，如何拿捏分寸，以平衡任務取向和情感取向等，
仍感到傷腦筋。若以生活模式（Life model）對於壓力來源的基本假設，下列何者不適用？
生活轉變 環境壓力 人際過程 人格發展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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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列何者不是增權觀點社會工作的實務內涵之元素？
倡導 自我管理 科層主義 互惠性的合作協調

17 「協助個體會克服因為性別歧視而導致的社會問題」是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取向，下列何者不是女
性主義社會工作觀點？
認為「我們都是姊妹」的女性經驗是沒有差異的
分析女性受壓迫與不公平對待的原因
致力於將女性私領域的困境轉為公共化
檢視系統性的性別歧視

18 下列那一個案例採基變社會工作取向來協助較為合適？
外籍配偶長期隱忍家暴，因尚未取得公民身分，擔心被遣返
受虐婦女不離開加害人，因習得的無助
受虐婦女撤回對丈夫告訴，因喪失獨立生活能力
婦女長期隱忍暴力，因丈夫不喝酒的時候就很好，也會給家用

19 有關優勢觀點的理論假設，下列何者正確？①每個人都有優勢 ②社會工作者要促進個人對制度
壓迫的覺察 ③童年經驗會決定個人如何反應 ④人在面對逆境時通常會展現復原力 ⑤服務
使用者有能力決定什麼是對他們最好的
①④⑤ ①②④ ①②⑤ ①②③

20 有關後現代敘事治療的主要論點，下列何者正確？
社會工作者必須關注對服務使用者產生阻礙的結構和文化議題
社會工作者必須採取樂觀和正向態度質疑病理的論述
個人必須覺察社會壓迫的形式和權力流動
自身與他人建構出來的敘述可以形塑人們的經驗，以及對自我的覺察和生命的選擇

21 關於社會工作價值取向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社會正義取向認為社會工作的目的是幫助飢
餓、無家可歸、失業、貧窮的人運用自己內在能力去過有意義的生活 ②無道德取向的社會工作
價值不涉及價值或規範性的概念，將實務工作視為純技術性 ③專業自我保衛取向的社會工作價
值著重對社會工作者的保護 ④宗教取向的社會工作價值取向包含父權主義與臨床取向的特
質，主張將自己的宗教信仰轉變成有意義的社會服務 ⑤父權主義取向的社會工作價值假設專業
使命是提升案主正直品格，使案主能過完整、豐富的生活
①②③ ①③⑤ ②③④ ②③⑤

22 下列何種社工價值的哲學基礎係強調人類最主要的能力在於有理解及驅使自己行動的能力？
尊重 隱私 社會正義 自我決定

23 社會工作者要協助弱勢受壓迫的群體，尋求社會改革，確保服務對象獲得必要之資訊與資源的機
會。此為下列何種社會工作價值？
服務 社會正義 個人尊嚴與價值 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24 下列何者不符合「案主自決」原則？
為保護被成年子女侵占財物的長者，主動為長者提出保護令申請
徵詢 68 歲行動失能的案主對被保護安置養護機構的意見
長照機構住民會議中，住民對抽菸規範提出討論
拒絕大樓管委會以公共安全為由，要求安置獨居的長者

25 社會工作者長期以來扮演有限資源分配者的角色，下列何者符合正義分配原則？
資源不足時，抽籤是最公平的方式
依貢獻多寡，身心障礙者每小時平均工作量低於一般人工作量，應按件計發工資，而非依工時，
方合理
每個符合請領資格的人都可分到資源，如 65 歲以上縣/市民可領取重陽敬老金
面臨生存困難案主的資源分配權，優先於一般福利需求案主

26 有關「有效的知情同意」標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必須是在服務對象心智健全的狀態下同意
②對法定強制非自願案主只需要「知情」說明不需其「同意」 ③服務對象的決定必須建立在獲
得充分資訊之上 ④社會工作者有義務盡力促成服務對象做出最佳選擇 ⑤服務對象有權拒絕
或撤回其同意
①②③ ②③⑤ ①③④ ①③⑤

27 「防禦性實務工作者」（defensive practitioner）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將注意力放在官僚程序的落實而非服務對象的最佳利益
「照本宣科」完成法律或組織規定的職責以規避責任
社會工作者的職責被限縮在完成對機構的義務
社會工作者準備好承擔風險與道德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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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某社會工作師對一夫妻進行婚姻諮商：先生的賭博問題嚴重，導致財務困難和夫妻關係失衡。後
來經社會工作師轉介，先生參加戒賭課程，並向社會工作師及妻子提到參加戒賭課程對他有多大
的幫助。然而，某天先生致電社會工作師，並向其表示其實自己沒有參加戒賭課程，且沉迷賭博
問題愈加嚴重，自己也深感無助。最後希望社會工作師不要跟妻子說這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義務論者主張，社會工作師應揭露隱私資料，以保護妻子免於受欺騙並面對先生的謊言是較好的
行為的效益主義者主張，社會工作師應保留隱私資訊才不會影響先生對社會工作師的信任
規則的效益主義者主張，社會工作師應違背案主的意願，揭露先生的隱私權
倫理利己主義者主張，社會工作師應有權力選擇結束這個專業關係；或對妻子揭露資訊，以保
護她免於被欺瞞

29 杜鵑窩協會正在執行一個協助精神病友社區居住方案，但是在過程中遭遇社區民眾的反彈。若專
家學者在過程中所關切的焦點為「違背社區民眾意願而執行社區居住方案所帶來的影響」，這位
專家學者是屬於何種學派？
目的論 義務論 規則的效益主義 目的效益主義

30 關於傳統觀點的專業界線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案主若視社會工作者為其專業協助者以外的角色，將有利於治療關係的發展，以及充分運用社
會工作者與案主的關係
社會工作者必須和案主的關係保持一個清晰而不模糊的界線
雙重關係是可以完全避免的
當專業關係變成雙重關係時，社會工作者的權力繼續保持並受專業行為規範的約束

31 離婚結束兩個人之間的法律關係，但家庭成員的心理情緒與社會層面均會受影響。評估離婚家庭
要注意：①兒童不同的年齡與性別對離婚反應基本相同 ②父母離婚後對兒童生活穩定的影響，
如轉學 ③特別注意家長的經濟狀況 ④為了避免衝突，離婚的配偶應避免接觸無監護權的子女
⑤當成人陷入離婚引起的情緒時，家庭網絡可否提供子女穩定的生活照顧與支持
①②③ ②③⑤ ②③④ ②④⑤

32 社會工作者在發生災難後，協助災民處理殯葬問題、緊急安置、災民照顧安排，和救災物資管理
等，是屬於那個救援階段的工作？
緊急救援期 短期安置期 長期安置期 災後重建期

33 「威脅傷害對方家人、朋友、寵物，破壞個人物品，剝奪個人的金錢、睡眠，語言上的辱罵或行
為上的騷擾」，為那一類型之親密關係暴力？
身體暴力 情緒暴力 性暴力 經濟控制

34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交付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結束、停止或免除，
或經交付轉介輔導之兒童、少年及其家庭，應予追蹤輔導：
至少 1 年 至少 2 年 至少 3 年 至少 4 年

35 增權取向（empowerment approach）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問題成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青少年偏差行為是受身心急遽發展失衡所致
青少年偏差行為是受環境資源不均與制度結構機會的剝奪所致
青少年偏差行為是自我認同不足所致
青少年偏差行為是道德認知發展未臻成熟所致

36 有關我國新制身心障礙鑑定所依據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相信障礙是特殊族群的特殊經驗，而非人人都可能經歷的
認為障礙者需要他人照顧，應由專家給予治療，並協助其心理調適
整合醫療與社會模式，並強調「生理心理社會」（bio-psycho-social）策略
主張社會工作者應扮演專家的角色協助障礙者

37 依據學生輔導法規定，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多少人以下者，應置專業輔導人員至少一人？
800 人 1000 人 1200 人 1400 人

38 下列何者不是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t Program, EAP）的主要範圍？
員工的個人財務問題 員工的婚姻關係問題
員工子女的照顧問題 員工的薪資加給問題

39 醫務社會工作者運用社會心理診斷時，有關病患對於罹患疾病的情緒與態度之評估，屬於下列那
個面向？
角色（roles） 反應（reactions）
關係（relationships） 資源（resources）

40 根據文化能力光譜（cultural competence continuum），「機構或工作者接受及尊重不同文化之需
要，努力規劃文化能力的訓練，甚至進用不同文化的工作者，提供相關服務等措施，增進組織或
個人的文化能力涵養」，稱為：
文化無能（cultural incapacity） 基本文化能力（basic cultural competence）
文化初始能力（cultural pre-competence） 文化盲點（cultural blindness）



類科名稱：

109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營養師、心理師、護
理師、社會工作師考試

科目名稱：
社會工作（試題代號：1107)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社會工作師

單選題數：40題 單選每題配分：1.25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A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C D A D D D D C C

A A C D C A A A D

D D B A D D D D C B

B A A B C C D B B

C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