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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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述構成社區工作的要素，並請說明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25 分）

二、試就目標、助人關係、處遇焦點等三項特質，比較社會團體工作、團體

輔導、團體諮商、團體心理治療等四個專業助人取向團體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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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工作者在進行家庭評估時，對於「家庭結構」的評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家庭的優勢指的就是家庭的結構和功能狀態
家庭因為成員的組成和需求呈現階段性發展
失功能的家庭溝通模式不能滿足成員的需求
家庭規則和規範可以呈現家庭整合力的意義

2 有關個案工作的發展歷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自綜融性社會工作（general social work）提出
之後，也影響了個案工作者介入服務的潛在範圍 ②弗洛伊德的學說認為人的行為大多起於潛意
識，因此以責罵、訓誡和處罰方式無助問題的解決 ③Mary Richmond 在 1919 年出版了「社會診
斷（Social Diagnosis）」一書，提出了醫學的診斷概念 ④弗洛伊德的學說進入美國之前，個案工
作者忙於調查、勸告、說教，也會代替受助者做許多事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3 有關「任務中心模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非常重視案主的積極參與 ②能夠協助檢證處
遇的成效 ③是心理暨社會學派的方法 ④認為案主不是改變的主體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4 有關社會支持網絡處遇的基本假設（假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社會支持網絡是指正式支
持網絡 ②人類的生存需要人共同合作 ③社會網絡有助於人解決問題 ④社會網絡對人僅有
正向的影響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5 下列何者是充權（empowerment）概念的重要構成元素？①充權能變成「新保守主義者」的控制
工具 ②人之所以缺乏權力是因為欠缺資訊或能力 ③充權的操作會挑戰華人社會文化的倫理
觀 ④社會上缺乏權力的弱勢社群就是充權對象
①③ ③④ ②④ ①②

6 有關多元文化能力概念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多元文化能力是一種他者化（othering）的能力
社會工作者需要在服務過程中凝聚出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文化能力
社會工作者不應事先理解個案所處之特定文化的歷史脈絡，以免產生先入為主的偏見
自我覺察是培養社會工作者多元文化能力的路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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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甲機構為了讓個案得到更適合的服務，決定將需要幫助的個案「轉介」至乙機構。請問轉介流程

中需要留意的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在乙機構決定是否接受轉介前，至少要安排一次共同的會面，由甲機構社工、乙機構社工及個

案三方共同參加

在乙機構決定是否接受轉介前，應思考自己機構的服務是否能回應轉介的理由

為維護個案權益，乙機構應儘快開案，不需要再次跟甲機構確認個案的需求

當乙機構確定可以接受轉介後，甲機構便可以開始填寫轉介單

8 有關社會工作者在開案會談前的準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提升會談效率，社會工作者可先徵詢與個案接觸過的相關人員（如：學校老師、村里長）之

經驗

為讓個案覺得安心，社會工作者可先安排能保障隱私並使個案感到舒適的會談環境

如開案會談需要至個案的住家進行，社會工作者應先確認路線及所需之交通時間

為減少對個案先入為主的印象，社會工作者應避免事先尋求專業人員（如：律師、醫生）的意見

9 有關家庭訪視目的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社工員在家訪前必須先進行意外險的保險事項

了解問題對家庭、文化和價值面向的影響情況

家庭訪視的對象包含與案主問題的相關人物

接獲保護性案件通報之後，24 小時之內必須家訪

10 下列何者屬於對案主個人情緒狀況的主要評估？

案主自殺風險評估 案主經濟補助評估

案主生理健康醫療需求 業主就業職能評估

11 有關個案工作專業關係的特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專業關係之建立是有目的、有意識的

專業關係之內涵包括情感、認知與行為

專業關係是一種動態持續、不拘時限的互動過程

專業關係是助人者與個案的雙向關係

12 社會工作者在與個案會談的過程中，在應用「自我揭露」技巧時，下列那一項是不妥當的？

自我揭露具示範功能，社會工作者分享得越多，越能引發個案與社會工作者溝通的動機

分享與個案相似的經驗，表達社會工作者與個案一樣，都會面臨挑戰與困境

社會工作者的自我揭露可能成為一種觸媒，促發個案改變與成長的意願

社會工作者應以個案的福祉和利益為核心，選擇適當的時間點分享自身經驗

13 請問下列何者是「定期服務評估紀錄」的主要重點？

個案的基本資料

個案狀況的改變

登錄社會工作者提供的服務內容與方式

服務總目標的達成與否

14 根據我國「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社會工作者對案主的倫理責任包括合理收費及不接受不當餽贈

社會工作者對專業的倫理責任包括尊重智慧財產權，樂於分享研究成果

社會工作者對社會的倫理責任包括協助受壓迫者、受欺凌者獲得社會安全保障

社會工作者對實務工作的倫理責任包括致力於促進社會工作專業制度建立

15 社會工作者在會談時，發現個案已有傷害親密關係伴侶生命的詳細計畫。在倫理的規範與考量下，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社會工作者應揭露最必要且最大量的資訊

社會工作者可揭露必要資訊無須個案同意

社會工作者應優先尊重個案的自決權

社會工作者應立即轉介個案給其他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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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處遇性團體的主要目的，下列何者正確？①自助 ②滿足組織需求 ③滿足社區需求 ④社會

化 ⑤成長 ⑥教育

①④⑤⑥ ③⑤⑥ ①②③ ②③

17 下列何者不是社會工作者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常見的倫理兩難議題？

專業價值與個人價值的兩難 機構便利與案主權益的兩難

資源提供與福利依賴的兩難 維護案主權益與遵守法令的兩難

18 團體如同社會的縮影，成員可以在團體中練習新行為，然後運用在真實生活中。下列何者與前述

內容無關？

團體提供所需要的歸屬感，成員在此情況下彼此認同，然後感覺自己是團體中的一部分

人際交往的困難，可能呈現在該成員和團體中其他成員的互動關係中

在團體情境中，某成員人際交往的慣常模式會被複製

團體工作過程可能可以仿效某成員的家庭經驗，讓團體成員討論家庭動力的議題

19 下列有關「社會打混」（social loafing）敘述何者錯誤？

在社團、辦公室、社區、教室裡，打混的人實屬常見

與他人一起工作時，團體任務在增加，但個人努力卻減少

利用多人一起工作機會，有人會搭便車，分享團體創造出來的成果

「冤大頭效益」（sucker effect）會導致後續的「搭便車效益」（free ride effect）

20 下列何者不屬於 Irvin D. Yalom 所羅列的團體療效因子？

早期家庭經驗得到矯正性經驗的重視 利他性

普遍性 與團體領導者支持穩定的信賴關係

21 佳文與葛拉瑟（Garvin and Glasser）所提出的治療模型（remedial model）主要概念是「治療目標」，

治療目標的選定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特定的治療目標必須要被建立，作為團體中每一個成員的目標

工作者依照治療目標來協助團體發展規範系統與價值

工作者依照每一個成員個別不同的治療目標來界定團體目標

工作者對團體會期內容的先設是立基於對個人治療目標的表達，以及發生於團體內的結構特性等

22 下列有關場域論敘述，何者正確？

社會心理學的場域論（field theory）是由黎文（Kurt Lewin）所初創，其提出「人類行為是團體

與其環境的函數」

場域論認為個人的內在可以決定其行為表現的結果，基本上，每一個行動均被行動發生的場域

所影響

場域論的主要概念，包括：生活空間、此時此地、支持體系

場域論幫助團體工作者理解團體成員的特質與團體社會情境的互動決定了成員的行為

23 下列何者最符合結構性團體的設計精神？

當成員因上下班延遲出席半小時，導致領導者延遲半小時開始，也應該延後半小時結束，以彌

補短缺的時間，讓所有團體內容能被執行

團體結束前，成員之一突然大哭，說在昨晚約會時被性侵，其遭遇讓成員既震驚又不平，儘管

預定結束時間已到，領導者認為情況特殊不該貿然讓其離開，決定延長團體的時間安撫其情緒

領導者在設計活動時會考量每位成員都能平均參與

高結構的團體目標最有利於成員發展凝聚力

24 下列何者不該被列入處遇團體成員「非計畫結束」的原因？

領導者在篩選團體成員的過程不謹慎，以致某團體成員異質性落差大而離開團體

團體形成次團體，以致某成員感覺在團體內受到排擠而離開

某成員是團體中唯一的男性而離開

成員完成預定行為改變目標而離開

25 有關團體思考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指團體加諸於個人的控制力，讓個體的意見不容易彰顯 

②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團體思考相較於個人更不易發生風險決策的機會 ③為了增進團

體的決策力，團體應該催化團體思考的發生 ④高凝聚的團體容易讓成員陷入團體思考

①③ ②③ ②④ 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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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關焦點團體的實施特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焦點團體因為是針對特定主題的討論，成員間
難免針鋒相對 ②是一種半結構式的團體模式 ③通常成員的人數較多，人數約在 25 人以上，
以便充分蒐集資料讓討論內容有代表性 ④會充分討論一個問題後，才到下一個問題 ⑤會採用
比較自由的方式，在所有題目間跳動發表意見，增加討論的流暢性
①② ③④ ③⑤ ②④

27 有關「囊括所有成員意見」的內涵，下列何者錯誤？
社會工作者在組織團體時，應避免種族或性別上的歧視或偏見
團體活動設計，應避免影響某類成員參與的機會
運用繞圈發言的技術，誘使所有成員都參與
團體領導者在統整成員意見時，務必讓每位成員的意見都被聽見且得到適度回應

28 非自願團體中領導者最常陷入那兩類介入處遇時的價值觀衝突？①優勢觀點或疾病觀點 ②保
密或鼓勵揭露 ③案主自決或社會規範大眾利益 ④知後同意或強行介入
①② ②③ ③④ ②④

29 下列何者不是 Ross（1955）認為社區工作在實務過程中的推動原則？
社區意識 社區自決 社區步調 社區改變的意願

30 有關湯恩比館（Toynbee Hall）與赫爾館（Hull House）的設立與推動內容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湯恩比館設於英國倫敦，創辦人為湯恩比
赫爾館設於美國芝加哥，創辦人為珍亞當（Jane Adams）
湯恩比館與赫爾館性質屬於社區服務中心
赫爾館尚重視社會立法與社會改革的議題

31 下列何者不屬於 Rothman（1968）所提社區工作的模式？
社會行動模式 社會計畫模式 地區發展模式 社會參與模式

32 社會行動模式，是由社區所自發形成的行動，起因主要是受到壓迫或外部控制所引起，下列何者
不屬於壓迫的類型？
剝削 意識覺醒 邊緣化 無力感

33 社區工作者在評估社區能力的基礎上，結合社區問題與需求以及專業服務目的，進行社區工作的
規劃，係屬下列何種工作階段？
永續工作階段 擴大工作階段
發展專業服務規劃階段 評估階段

34 研析社區需求中，使用公開的討論會，邀請所有社區成員參加，並請民眾提出對某一個特定服務
需求的看法，屬於下列何種方法？
類別團體途徑法 德菲爾法 分析服務資源法 社區論壇

35 Twelvetrees（2008）提出社區組織要發展出社區能力（community capacity）有一些前提條件，下
列何者錯誤？
有良好的政治權利關係及影響力
本身需擁有建立社區能力及強化的動力
具有受過訓練的社區能力訓練師及專家
針對社區特性，規劃以團體為基礎的集體學習活動

36 社區能力建構的重要手法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政府資源應該持續的提供，方能建立社區的
服務永續能力 ②社區方案撰寫能力的培養有助於社區居民改善生活 ③與社區中利害關係人
之政治協商未有其必要性 ④社區資源網絡的建立可幫助社區增進政治影響力
①② ③④ ①③ ②④

37 下列何者不是典型社區發展工作的角色？
使能者 改革者 觸媒者 輔導者

38 下列何者不是社區產業應具備的必要條件？
需能夠與在地商家產生競爭性 需具有消費性，也有在地特性
需對地方的經濟活絡有貢獻性 需紮根於在地歷史及社區特色

39 根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 22 條，針對推動社區發展業務績效良好之社區，各級主管機關應予
下列那些獎勵？①社區活動中心免費使用權 ②表揚或指定示範觀摩 ③補助社區志工隊聯誼
活動費用 ④頒發獎狀或獎品 ⑤發給社區發展獎助金
①②③ ①④⑤ ②④⑤ ①③⑤

40 坊間有社區將其社區巡守隊加以專業訓練，轉變成為「獨居老人關懷社區巡守隊」，請問此作法結
合了「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的那些面向？①產業發展 ②社福醫療 ③社區治安 ④人文教育
①② ②③ ③④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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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試題代號：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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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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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A B C D B D B A

C B D B A B A D D

C D C D B D A B A A

D B D A D B A C B

A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