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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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師考試試題

等
別：高等考試
類
科：社會工作師
科
目：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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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者在進行跨專業網絡間合作時，可能會遇到那些倫理議題，及
需要根據那些準則來考量這些倫理議題？（25 分）
二、團體領導者經常需要協助團體成員面對「職務性衝突」
（task conflict）和
「關係性衝突」
（relationship conflict）
，請說明「職務性衝突」和「關係性
衝突」的定義。並請提出領導者應以何種態度和方法來處理團體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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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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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社會個案工作意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社會個案工作是一種有計畫的助人程序，能協助個案去除由心理和精神障礙所引起的功能失調
社會個案工作透過直接面對面的關係，來協助個人解決其遭遇到的心理暨社會問題
社會個案工作過程中，為了協助個案解決問題，有時會使用自由聯想技術
社會個案工作主要為有困擾的個案提供診斷與藥物治療
長久以來父母對孩子的不當管教乃源自於社會大眾缺乏保障兒少人權的觀念，因此社會個案工作
者開始進行兒少人權之倡導。請問該工作介入之生態系統，不包括下列何者？
中介系統的生物本能
微視系統的個人信念
中介系統的社區組織影響
鉅視系統的文化結構
關於社會個案工作的歷史發展，下列何者錯誤？
社會個案工作的發展可追溯自 19 世紀英國的濟貧計畫
社會個案工作的專業知識發展過程中，使用了不同的外借理論
社會個案工作的方法乃隨著社會文化環境需求而改變與發展
社會個案工作是繼社區工作之後所形成的專業社會工作方法
關於「任務中心理論」（task-centered theory）的主張，下列何者錯誤？
「任務」（task）是指案主為緩和問題的嚴重性所想要採取的行動
當案主陷入困境或處於不平衡狀態時，會產生改變的動機
探究案主生活問題的歷史淵源能節約時間，達成短期處遇的目標
案主之所以遭遇問題是因為環境中的限制或可用資源不足
某家庭的主要照顧者突然死亡導致家庭功能受損，頓時陷入困境。如選擇使用危機干預的工作模
式來協助，下列何者不是該模式的工作方法？
為解決突發事件，應快速辨識問題，暫不處理案家感受及情緒
因應實務運作之所需，採取折衷取向來進行危機干預
考量案家的安全性與需求，進行心理社會評量（assessment）
運用同理與支持，讓案主在混亂中仍保有自我控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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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復原力（resilience）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復原力是針對負面生活情況的改變或調適能力
復原力是一個動態歷程，不是一個終點
「文化」是影響復原力的關鍵因素之一
復原力是一組固定特質或能力
社會個案工作中所稱的「契約」（contract）比較接近一種「行動承諾」，對於「契約」的敘述，
下列何者錯誤？
是社會工作者與案主對於目標和行動計畫的共同認可
落實契約是社會工作責信的具體表現之一
契約中需說明或釐清社會工作者與案主的角色
因契約具有法律效力，所以不需要案主的同意
社會個案工作者通常會將處遇目標再延伸出明確可操作的階段性子目標。關於子目標具體化的敘
述，下列何者正確？
為避免破壞工作關係，不宜監控子目標達成成效
為降低不必要的探索歷程，不宜接受案主提出的子目標
為避免案主不配合，不宜訂定子目標的完成時間
為降低案主的挫折感，不宜提出不可行的子目標
有關家系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能夠描述案主社會參與狀態
能夠了解案主過去的求助史
能呈現案主家庭的親子關係
能評估案主家庭的物理環境
有關社會個案工作處遇目標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處遇目標是由社會工作者設定的問題解決方向與目的
內隱的處遇目標因為看不到，無法具體化呈現，例如負向思考或是內在感受
外顯的處遇目標可以透過觀察確認是否產生變化，例如個人行為資源補充等
非自願（強制性）案主的處遇目標不需要經過案主與社會工作者協商機制來設定
有關接案與開案的相關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開案的先決條件是案主的待助問題必須要能符合開案指標
開案的時候依據個案的先來後到，排定個案服務優先順序
在接案會談時，必須要對案主的問題有明確的處遇目的和完成的時間表
在接案會談時，要和案主討論在服務過程中學到處理目前生活困境的方法
有關家庭評估與家庭處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只需要評估家庭結構的情況，就可以了解家庭的資源運用狀態並進行處遇
若能促進家庭持續性成長就能使家庭確認自己的優點，但多數家庭都做不到
家庭決策是指家庭成員之間在未經批判之下所共同接受、相信的認知
家庭中發生的壓力事件容易造成家庭成員的角色功能變化，以便保持家庭平衡
有關社會工作者必須撰寫個案紀錄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為了證明責信
為了保守秘密
是不必要的工作
可用判斷性字詞
有關專業關係的說法，下列何者正確？①社會工作者擁有專業證照無助於專業權威的說服力
②社會工作者常用避免案主參與處遇過程來操控處遇方式 ③社會工作者與案主的專業關係受
其生活的社會文化脈絡影響 ④社會工作者的評斷態度可能是案主產生抗拒的多元因素之一
⑤社會工作者的個人特質是促進專業關係建立的助力之一
①②③
②③④
③④⑤
①④⑤
有關 Reamer 倫理抉擇原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個人的自由權優先於另一個人的基本幸福權
防止傷害人們生存行動必要先決條件規則優先於說謊解密威脅的規則
個人的基本幸福權應優先於他自己的自由權
在衝突的時候，個人自由權是超越法律安排
依據社會工作倫理的要求，有關保密的作法，下列何者正確？
當案主未成年又涉及性侵家暴等議題，仍要取得案主同意方能進行通報，才算保密
社會工作者必須將問題處理的不同方式分析給案主知道，再讓案主做決定，才算保密
社會工作者在一般情況下，必須要徵得案主授權才能將案主的紀錄予以複製，才算保密
即使個案允許，社會工作者都不得將雙方之會談內容告知第三者，才算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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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社會團體工作中的「團體」的定義，下列何者錯誤？
團體具動態的本質，其中任何一部分的改變，都會影響其他部分
團體是一個有生命，會產生變化，具有形或無形的界限和範圍的有機體
團體不會隨時間進展而改變
團體是指兩人或兩人以上的成員聚集在一起，透過互動，為追求共同目標而努力
有關不同類型任務性團體的組成，下列何者正確？
「顧問團」的組成是基於行政責任及專長而被委派
「委員會」的組成主要是挑選具類似教育專長的個人
「董事會」的組成主要是同質性的考量，以協助決策的制定
「社會行動團體」的成員組成通常是異質性
當工作者或其他團體成員在發表意見時，團體中有位成員與另一位成員經常在竊竊私語，而每當
有此種情況發生時，工作者以負向批評的語言加以反應。幾次之後，即使成員只是轉頭並未說話，
但工作者仍以負向言語加以回應。前述情況可以用下列何者解釋？
認知行為理論
社會學習理論
操作制約
古典制約
有關社會團體工作理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藉著了解成員的生命故事，得以找到增強的力量，以面對艱困的處境，所以充權、結構和敘事
三個理論觀點有很強的關聯
將焦點放在失能與問題，再加充權和優勢觀點，讓成員找到解決問題和適應艱困環境的因應技巧
處遇性團體的成員常有許多充滿著問題的故事，這些故事形塑出成員的生命圖像，深深地影響
成員的自我概念和自尊
充權、結構和敘事這些理論強調要了解成員的獨特性和主體性，以及社會工作長久以來一直強
調的「從案主的立場來看」的觀點
有關團體動力學研究內容包含的變項，下列何者錯誤？
成員改變
團體發展
輸入和產出
統合運作過程
「以和為貴」的社會文化，限制了人際衝突的「檯面化」；表面看似「和諧」的團體現象，底下
卻是「波濤洶湧」，這兩種情況說明下列何者現象？
團體動力有助於預防及處理個體在各個階段所面臨的問題
團體動力有利於了解團體「表象」下的「真相」
團體動力的理念與技術是在協助團體組織發展與變革
團體動力影響團體運作的力量，與團體輔導實務息息相關
有關團體工作的歷史發展，下列何者正確？①1950 年代及 1960 年代，在鄰里中心及社區機構運用
團體方法，來推動社區發展與社會運動 ②1960 年代社會工作學院實務朝向綜融觀點發展，導致
團體工作方法蓬勃發展 ③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間，影響團體工作發展的兩大議題，一為對貧窮
作戰，一為公民權利運動 ④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社會團體工作促進協會（AASWG）透過辦
理專題研討會、促進團體工作課程之規劃、發展團體工作教育的標準等，試圖復興社會團體工作，
持續且不斷地增加 ⑤社會個案工作的先驅 Mary Richmond 於 1920 年代開始注意到小團體心理學
①④⑤
①②③④⑤
②③④⑤
①③④⑤
領導行為是一個複雜的人際歷程，領導者與成員之間所蘊含的互動內涵，下列何者錯誤？
互惠（reciprocal）
分配（distributional）
轉化（transformational）
交流（transactional）
有關反映（reflection）技術中的「內容反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是選擇問題的關鍵、關係
的關鍵、重要的價值和信念，以較短的字句陳述聽到的素材，並進一步提問 ②領導者表達體會
成員感受的心意，也就是「設身處地」、「感同身受」、「將心比心」 ③內容反映的執行成效
可概略分為無效的重述、沒有影響力的重述、有效的重述 ④最早是由 Carl Rogers 提出，其認
為助人者應該像一面鏡子，忠實、沒有評價地讓個案聽見自己所說的內容 ⑤領導者用較少的語
言重複或重述成員所說的內容與意義
②③④⑤
①②③④
①②④⑤
①③④⑤
社區工作者需先進行深入的問題分析及資料蒐集，進而以最理性的方式進行社區策略擬定，此為
Rothman 主張的那一種工作模式？
地區發展模式
社會計畫模式
社會行動模式
社會變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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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知後同意」是常見的團體成員權益之一
「知後同意」需要團體工作者告知成員其所參加的處遇與其他相關的訊息
「知後同意」被視為一個專有的名詞，「告知」和「同意」二個詞彙因此不需分開考量
「知後同意」係指成員有權利知道其與團體領導者的任務分配，以及這段助人過程的目的與性質
團體領導者須遵循倫理規範，以確保團體成員不會受到過度壓力，下列何者錯誤？
團體成員有不參加的自由，但若團體領導者認為成員會因參加團體而受益，其將考驗領導者如
何在適當的挑戰、適當的壓力及適當的倫理中找到平衡
團體領導者對於團體成員自行決定要探索什麼，及要進行到什麼程度，給予基本的尊重
團體領導者可能在活動中觸摸成員，必須要很謹慎，並清楚解釋為何觸摸，並可在團體中帶入
這個主題的討論，以確定成員的隱私或是界線未被侵犯
有時適當的情緒宣洩是必要的，但僅需要向其他成員釐清此情緒宣洩是為了滿足特定成員的需要
「社區意識」這個概念是由熟悉感、認同感、歸屬感及榮譽感四個部分所組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熟悉感是四個部分之最末端，有認同感及歸屬感，自然而然就會對社區產生一定的熟悉度
在正向的歸屬感中會產生認同感
歸屬感與認同感均屬於團體內的自發感情
歸屬感與認同感的共同作用，加上外部團體的肯定，則會產生榮譽感
在地區產業發展中可能產生的矛盾，下列何者錯誤？
社區產業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衝突
社區產業發展中獲利者與承擔者的問題
地區產業發展中的競爭與合作問題
社區發展模式與經濟發展模式的矛盾
在「聯合社區」的工作模式中，促進協力社區與領航社區之共事合作及進行社區觀摩交流，符合
下列那一項發展原則？
優勢觀點
學習型組織
專業協助
公私部門夥伴關係
透過一定的程序及步驟來引導並達成社區的改變，以解決社區問題，此為那一個工作理論之核心
看法？
任務中心與任務團體理論
資源動員與交換理論
權力與培力理論
社會計畫與變遷理論
社區需求調查方法中，透過政府既有的社會與公共衛生統計數據來認識社區，對社區人口、社會
結構有基本的了解，屬於下列何種社區需求調查方法？
服務需求法
服務提供與資源分析法
社會與健康指標分析法
德菲法
有關社區印象法（community impressions）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透過公共集會的方式，以互動的方法，收集社區居民需求的資訊
透過召集各社區、各團體的代表，以收集有關社區的資訊
以社區意見領袖為對象，一再向社區領袖請益與釐清相關問題，收集社區需求的資訊
結合社區的資訊、意見領袖的訪談、社區居民的訪談及實地的踏勘，而獲得社區綜合需求的方法
下列何者不是「社區工作者」從旁協助居民建立一個自治性社區團體必須遵循的步驟？
聚會（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了解需求（understand needs）
焦點團體（focus group）
確立目標（identify objectives）
有關「社區能力建構」的意涵，下列何者錯誤？
提升社區總體所具有的儲備能力
分為個人、組織及社區三個層次進行
有助於社區中公共事務討論的機制
以集思廣益的概念，進行創造性的思考
下列何者不是「社區培力」在提升社區中所具備的特性？
指導
包容
信任
組織化
有關社區工作方案之績效評量的實施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績效評量的指標只有達成度及滿意度兩種
評量者的身分上，分為內部評量與外部評量
內部評量對方案內容有較佳機會的了解
外部評量易排除干預及保持專業的自主性
社區工作者在社區工作歷程階段有不同的角色，下列何者不是社區工作者在「起步」階段的角色？
評估者
親善者
資料收集者
研究者
下列何者不是推動社區產業發展以促進社區經濟發展的目的？
就業
財富
社區資產的再利用 社會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