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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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於 2018 年提出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文中指出強化社會安全

網架構，共有那三項目標，試說明之。身為社工人員（未來的社工人員）

的你，覺得該項計畫的優點和限制為何？請針對限制提出建議。（25 分）

二、擁有良好的自尊（self-esteem）對青少年發展有著重要影響。試從個人、

家庭、學校、社會環境等四個面向，論述其影響青少年自尊發展方式為

何？並舉例說明。（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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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力克森（Erikson）在心理社會理論中指出，中年期的心理社會任務為何？
勤奮 vs.自卑 認同 vs.角色混淆 親密 vs.疏離 創生 vs.停滯

2 針對 0 歲到 2 歲的個體，各心理理論的發展階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Freud：性心理階段的潛伏期
 Erikson：心理社會階段的積極主動 vs.退縮內疚
 Piaget：認知階段的感覺動作期
 Kohlberg：道德發展階段的現實的個人取向

3 Piaget 的認知發展階段中指出，隨著兒童年齡而有連續的階段。在第一個階段感覺運動期中，有
關嬰幼兒的認知發展，依序分為那六個階段？
初級循環反應、進階循環反應、心智表徵、進階循環反應整合、反射活動、高階循環反應
心智表徵、反射活動、初級循環反應、進階循環反應、進階循環反應整合、高階循環反應
初級循環反應、進階循環反應、高階循環反應、進階循環反應整合、反射活動、心智表徵
反射活動、初級循環反應、進階循環反應、進階循環反應整合、高階循環反應、心智表徵

4 Freud 對於人格發展的敘述，下列何者較為正確？
從發展順序：口腔期、性器期、肛門期、潛伏期、生殖期
從關鍵任務：生殖期是發展親密關係
從發展特徵：肛門期是性成熟，有性需求及生殖能力
從性焦點：性器期是性交

5 在當前的極端氣候下，因豪雨導致房屋受損，下列何者不是家庭的成員會面臨的議題？
家庭成員歷經災害，產生了創傷經驗
家庭成員必須面臨災後重建的歷程
對於氣候的無常，視為理所當然，不認為需要發展因應策略
家庭成員學習防災及備災的知識，以因應後續的不確定性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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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會工作經常使用微觀、中介及宏觀這樣的語詞，微觀—中介—宏觀的方法幫助社會工作者不僅
僅聚焦於個人，更體現了人在情境中的概念。而社會工作者十分關注服務對象所居住的家庭及其
社區，試問，「家庭」是屬於下列那一個層次？
宏觀層次 微觀層次
中介層次 家庭同時包含在微觀－中介－宏觀三個層次之中

7 「成為祖父母」，為老年期的家庭重要任務之一，有關祖父母的角色，下列何者錯誤？
由於社會環境變化，父母親需要就業，祖父母作為主要照顧者，是屬於親屬照顧
祖父母透過與孫子女的互動中，獲得情感和心理上的益處
祖父母扮演著家庭智慧傳承者的角色
祖父母因為年老了，會令人難以相處

8 案主受到歧視與被壓迫的經驗是社會及政治結構的結果，並非單純個人本身的問題。以上敘述，
比較傾向女性主義中的何種原則？
排除錯誤的二分法 個人即政治 男女生命經驗的差異姐妹情誼

9 多數由社會學者創設，用以闡述社會環境、社會事件及各種社會組織中一大群人互動與行為的理
論，比較偏向下列那一種？
鉅視理論 微視理論 規範理論 後設理論

10 下列有關「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理論的評述，何者較為正確？
功能論失之於太激進，偏向從陰謀論看世界
衝突論失之於太價值導向，偏向保留社會現況
互動論失之於太抽象和模糊，外人幾乎無法贊同或反對
交換論失之於太重視人類文化意義，看輕人的目的與動機

11 下列關於「成功老化」的敘述，何者較不恰當？
老人有能力獨立照顧自己 老人具有能力維持疾病或失能的低風險
老人能夠維持心智與身體的高功能 老人對老年生活的積極承諾

12 Kostelnik（1988）等學者所稱「核心情緒」，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喜悅、抑制、敵意、滿意 喜悅、傷悲、抑制、得意
喜悅、傷悲、憤怒、恐懼 喜悅、抑制、傷悲、敵意

13 許多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的自尊心會隨著青少年階段而改變。下列有關青少年自尊心的敘述，
何者較不適當？
青少年的自尊心通常在青少年前期（12 至 14 歲）最低
青少年在青春期的自尊心變化沒有性別差異
早熟的少女自尊心較低
開始約會的少女自尊心較低

14 非計劃性懷孕對女性來說是有壓力的，她接下來可能得面臨是否繼續或終止懷孕的問題。有關社
會工作者協助這樣的婦女，下列何者正確？
社工必須忠於個人的價值信念
最終要讓懷孕婦女自己做決定，但社工是重要的引導者
社工需要關注婦女的需求，而非僅協助婦女如何解決懷孕的問題
如果最後的決定是基於男方的選擇和期待，社工就該充權婦女思考是否要繼續與男方的關係

15 當兒童遭遇災難，或是目睹暴力，可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甚至可能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社會工作者在協助兒童和家庭因應創傷的作為上，下列那個做法較為適當？
孩子的生理照顧是最迫切的事，應以生理照顧為先、情緒照顧在後
注意孩子行為的變化，尤其是過去和現在一直存在的問題行為
照顧者是孩子重要依附對象，要協助照顧者找到讓孩子感受安全的方式
孩子比較容易被誤導或有錯誤觀念，因此讓孩子知道一切所發生的事是重要的

16 成年期的女性常面臨角色期待的衝突，下列那種現象符合這個階段的描述？
職業婦女與家庭主婦相較之下，比較容易產生自責的心理調適問題，被稱之為「職業婦女症候群」
近幾年，由於男性負擔家務的時間大幅增長，已經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刻板化印象
女性可能內化家庭及社會文化對角色的期待，讓自己陷於角色衝突
無論是自願或非自願性選擇不生育子女，無子女成年女性的生活滿意度顯著低於同齡層有子女
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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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般而言，女性兒童的攻擊行為較男童少。但是，女童的攻擊方式以間接方式較多。下列敘述的

間接攻擊方式何者錯誤？

散布謠言侮辱 用網路背地講受害人壞話

排擠受害人 當面損毀受害人的用品

18 依據美國疾病預防中心的報告顯示，影響老年人生理健康的關鍵因素，下列何者錯誤？

睡眠 飲食 運動 情緒

19 一般企業對中高年齡勞工的負面印象可分為四大項，包含：身心機能、學習動機、觀念保守、反

應能力等。有關「反應能力降低」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抗拒改變 不易適應 缺乏創造力 專業過時

20 依據衛生福利部在 2016 年的調查顯示，國中生的網路成癮問題極為嚴重。網路成癮包含不同的

型態，有關網路成癮型態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網路性成癮：沉迷於聊天或遊戲

網路人際關係成癮：網路關係取代真實的生活

網路強迫症：沉迷上網購物或賭博

網路恐慌症：沉迷於網路漫遊或搜尋資訊

21 有關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重要性的敘述，下列組合何者正確？①社會工作者為了適應環境改變，

一套專業的基本素養與概念是必須具備的知識內涵 ②社會工作者在面臨問題時，應藉由整體的

觀點來思考如何有效地提供服務 ③案主來自不同的族群背景，呈現不同的態度與觀念；每個人

在其生命過程上有不同的遭遇與差異 ④人類行為採用整合性多面向途徑，在處理社會工作的服

務議題時，其效果有限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2 成人中期的精神疾病逐漸受到關切，有關「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症狀，下列組合何者

正確？①重複出現夢境、回憶的畫面 ②逃避與創傷有關的刺激物 ③與平常生活有關的社會問

題 ④有攻擊行為或過度驚嚇的反應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3 兒童長期看電視可能會造成腦部發育的負面影響，下列現象組合何者正確？①思考能力降低 

②智力發展受損 ③閱讀能力下降 ④情緒智能降低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24 依國外學者 Atchley 將退休階段分為退休前、蜜月、覺醒、重新調整四個階段的觀點，當退休者

開始去擔任志工或是兼任職務時，當事人是處於何種階段？

退休前階段 蜜月階段 覺醒階段 重新調整階段

25 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內容，毒品分類有四大項。其中有一種強力安眠藥、會迅速誘導睡眠的

毒品，係指下列何者？

MDMA  FM2 大麻 古柯鹼

26 有關發展遲緩兒童父母的敘述，下列何者較不恰當？

兒童的轉介、評估、療育最重要，父母心理調適是其次

父母常感挫折，否定自己的親職能力

父母會自責，覺得孩子的問題是他/她的錯

父母應站在同一條線，彼此支持

27 某學生從這學期期中開始似乎出現懼學症（school phobia）的情形，下列那一項較不會是懼學症所

會有的經歷或症狀？

會有胃痛、頭痛等許多焦慮症狀 不太在意同儕的意見

通常在學齡中期開始發生 可能對學校的某些活動感到不自在

28 有關成年中期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中年人開始思索與反省生涯發展的理想與現實

中年人仰賴與同伴溝通與認同來評估自己

中年人是多重世代家庭間親屬關係的維繫者

中年人的核心角色主要在家庭與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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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中年人需要負擔雙重壓力，照顧年輕子女的需求及老年父母照顧需求，形成中年被擠壓的狀況。

下列概念何者正確？

認知錯誤症候群 漢堡世代 憂鬱世代 三明治世代

30 貧窮對於兒童發展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影響從入學後開始 身體健康狀況通常會較差

智能發展會較差 學業表現及人際關係都較差

31 有關雙薪家庭主要優點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經濟收入增加 符合女性需求 男女地位日趨平等 家事分工不再困擾

32 大多數人對於同性戀或雙性戀者所抱持的憎恨、恐懼或排除。上述較符合下列那一個概念？

社會排除 性商品化 性政治 恐同症

33 社會的快速變遷，家庭的結構也更趨多元化，下列何種家庭類型不屬於「非典型的家庭型態」？

重組家庭 同居家庭 核心家庭 同志家庭

34 在臺灣社會中，關於誰可能是種族歧視者，下列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說臺灣沒有種族問題者 說新移民占用臺灣資源者

說原住民加分是公平者 所有人都可能是

35 「每個人都有充分的能力與資源參與社區生活與社會活動之機會，並藉此發揮個人潛能、自我實

現與增進社會歸屬感和認同感」。上述說法比較屬於下列那一個概念的定義？

社會標籤 社會排除 社會融合 社會安全

36 主張貧窮文化的社會學者對貧窮的解釋，貧窮係因下列何種因素造成？

經濟結構的重整 婦女在當今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

窮人缺乏個人動機和能力 目前的社會福利制度

37 有關最低生活費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臺灣最低生活費（貧窮線）計算標準於每年 9 月底發布，係依據社會救助法第 4 條規定辦理

最低生活費，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

得中位數百分之六十定之，並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百分之五以上時

調整之。直轄市主管機關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臺灣所有縣市每年最低生活費（貧窮線）都調整

 108 年臺北市最低生活費（低收入戶標準）調高為 16,580 元，中低收入戶標準也因此調高至

23,686 元，代表設籍在臺北市家庭總收入分配到全家人口，若平均每人每月低於此數，就屬低

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38 當家庭因貧窮、犯罪、失業、物質濫用、未成年親職、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照顧、家庭照顧功

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險或多重問題，造成物質、生理、心理、環境的影響，在當前社會安全網

政策所關切且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稱為：

脆弱家庭 危機家庭 挑戰家庭 風險家庭

39 兒童發展過程受父母管教風格的影響很大。Baumrind 在 1960 年代的縱貫研究中鑑別出溫暖與控

制兩個向度。下列何者不符合「高風險家庭」的敘述？

使用高心理控制或低溫暖的父母容易形成高風險家庭

高風險群父母包括：未成年父母、流動勞工父母、特殊需求兒童父母等

家庭面臨緊急事件、特殊境遇、傷害侵犯等危機狀況需立即介入保護處置

高風險家庭包括：身心障礙家庭、低收入家庭、外籍配偶家庭等

40 下列對安寧照護（hospice care）的敘述，何者較不恰當？

安寧照護的處遇在減少身體疼痛的感覺 安寧照護主要針對嚴重疾病末期的病患

安寧照護是消極照顧的緩和醫療模式 安寧照護不再以疾病的治癒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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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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B C C D B A C

A B C C C D D C D

A B A D B A B B D A

D D D C C C A C C

C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