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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社會行政 

科  目：社會工作概要 

考試時間：1小時 30分 

林儀老師解題 

甲、申論题部分：（50分）

一、假若你是一名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的社工人員，會與那些網絡成員工作？你要如何強化各網絡

對於「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之網絡合作？（25分） 

【破題關鍵】 

★★★★（最多 5 顆星） 

畫」中的概念，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因為服務之個案類型多，因此只要想得到服務網絡（也就

是社會安全網涵蓋的各個網絡）都可以用來答題；而強化網絡合作的策略，建議可以寫一些

有利合作的策略。 

【使用學說】社會安全網補強計畫、網絡合作 

【擬答】 

以下依題意先說明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常合作之網絡成員，而後論述和為「以家庭為中心，社

區為基礎」之工作模式，及以此為基礎之網絡合作之策略：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常合作之網絡成員： 

社會福利機構：早期療育、兒童、青少年、老人、身心障礙、婦女福利、日間照顧...等

服務中心。 

教育單位：托兒所、學校、學生輔導中心、駐區學校心理師...等。 

衛政單位：健康服務中心、自殺防治中心、醫療院所、精神專科醫院、養護及療養機

構、心理諮商所...等。 

民政單位：民政局、區公所、里幹事、鄰里長...等。 

志願服務單位：兒童照顧據點、長期照顧據點、宗教團體、非營利組織...等。 

警政單位；司法單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強化「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網络合作之策略： 

「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community-based)之服務模式 

改變過去聚焦在低收入戶、有兒童虐待之虞的高風險家庭、家庭暴力、學校適應不佳

的學生、少年犯罪、精神疾病等個人的危機介入，轉變為除了即時介入處在危機中的

家庭(families in crisis)外；並及早介入因生活轉銜（life transition）或生活事件(life events)

導致個人或家庭風險升高的脆弱家庭；進而協助一般家庭建構以社區為基礎的支持體

系與提供預防性服務。 

建構鄰里支持家庭中心（Neighborhood Center for Families）來支持家庭。培植一個具有

支持性的居住社區（supportive residential community），型塑一種居民集體的責任來保

護兒童、少年、身心障礙者、老人；同時加強社區服務的基層結構，讓個別的服務被

連結，成為協力單位。 

構築跨體系的協力(Inter-system collaboration)網絡，結合與協調不同部門、組織的財

力、人事、行政資源，以提供更綜合、同步與個別化的服務，減少服務使用者奔波於

途，又徒勞無功。建置單一窗口的一站式服務，俾利建構一套能回應脆弱兒童與家庭

的服務輸送模式。 

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模式認定兒童是家中的一員，不宜將兒童特立出來單獨思考，更

不宜問題化兒童，而是認為家庭有利於兒童的成長，父母、手足、家族成員是影響兒

童發展最親密的人，兒童的利益大量依賴其家長的涉入。因此，協助家庭將有利於兒

童的最佳利益。據此，可以推論到其他家庭成員，如老人、身心障礙者。 

強化網絡合作的策略： 

建立共同的願景與目標：共同的願景與目的可說是協同合作的開端，社會福利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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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可以「家庭與兒童最佳利益」作為跨網絡合作之共種目標。 

明確互惠的關係與責任：包括對「相互權利義務關係與目的有一清楚界定」、「一個

共同發展出來的結構與共擔的責任」、「範定的相互的權威與達到成功的責信」、

「承諾投入必要的資源」。 

保持開放、尊重歧異性並互相尊重：通常不同網絡所提供之不同類型（歧異性）與互

補性之服務，可以提升協助案家之服務效能，因此儘管歧異性會為協同合作帶來各種

挑戰，但網絡成員應歡迎歧異性並讓每一成員在決策過程中都能被尊重、享有平等的

地位。 

資訊共享：當各網絡成員能能將各自握有之資訊分享，透過比對、連結時，能清楚瞭

解案家的需求、協助案家有效之方法並避免資源重複或服務斷裂。 

建立網絡溝通與協調機制：當遇到網絡成員意見不一致時，必須要放下對彼此的成見

及預設立場，以尊重的態度讓各方充分表述其考量及建議，確保不同的意見與判斷有

被聽見，並找出差異的癥結所在。但若無法在時限內解決彼此間的差異，就要提升溝

通層級，由第一線管理者（如督導）進行討論，嘗試達成解方上的共識，若仍無法解

決則進入更高層級的對話或透過召開網絡會議方是處理。 

「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及「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是行

政院「社會安全網補強計畫」中重要之服務理念與策略，因此身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之社工

員，應盡力在一個平等互惠、關係明確界定且正式化的架構下，共享資訊與資源、共同決

策、完成共同願景，發揮網絡合作「整體大於個別的總合」之成效。 

 
 

二、試舉一項保護性工作，說明社會工作人員在介入與服務工作之內涵。（25分） 

【破題關鍵】 

 ★★★(最多 5 顆星) 

 

係暴力等常見的保護性工作說明工作內涵。 

【使用學說】社會工作實務領域、保護性社會工作 

【擬答】 

以下先說明何謂「保護性工作」，再以「老人保護工作為例」，說明社會工作人員在介入與

服務工作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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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性工作： 

依衛福部「保護性社工人員資格要件及職務範疇認定基準」規定，保護性社工指依法執

行兒少保護、兒少性交易防制、老人保護、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防治等業務之社工

員。該業務之特性為，針對每一個通報到各地縣市政府社會局的保護個案，要求社會工

作者依一定的程序處理案件（包含：處理時限、指定調查人員、面訪...等），如：24

小時內回應、4日或 30日訪視並提出調查報告、緊急救援、協助診療、驗傷、採證、緊

急安置、庇護安置、申請保護令、陪同偵訊或出庭、提供各項處遇服務...等服務。 

老人保護工作是指主要照顧者、親人或機構員工，對老人有持續或因單一事件虐待的情

事，而由社工或相關專業人員介入，以協助老人改變情境，減少傷 害，並提供老人必要

的安置措施和照顧 資源，以確保老人基本的生活。 

老人保護工作之介入與服務內涵： 

由生態觀點介入：針對受虐長者的專業協助不應只將重心置於處理虐待行為之直接原因

與結果，去發掘受虐者、施虐者、虐待情境間之互導關係（Reciprocal relation），才

是保護老人得當之根本。 

受針對虐長者的需求提供服務：品質保證之保護計畫、適當層次之專業協助、老人權益

之保障、個別服務之倡議、明確之申訴管道與程序、調查機構性虐待、簽署服務契約、

及符合保護需求之合理費用收取等。當前臺灣社工界極其流行之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方法，極適合於處理老人保護案例；而以案主立場為主導，輔以跨領域團

隊（Interdisciplinary team）方式，應更能將保護案例處理得當。跨領域團隊成員具

備不同專長、來自不同學科，彼此間應先確分職守、相互信賴，才可發揮系統性功能

（Systematic function）。 

整合跨領域資源提供服務：由於老人受虐問題可能造成的不良結果相當複雜，因此在提

供老人保護服務時，需整合下列專業團隊 

診治醫師：提供適當之醫療照護服務，決定病患之醫療需求，具備診斷∕治療之權力

及評斷病患之健康功能等。 

精神醫師：提供精神∕心理診治服務，運用虐待評量表及決定照護計畫內容等。 

臨床心理師：設計∕提供行為矯正治療、實施心理測驗等。 

護理人員：評估∕提供案例之醫療需求，提供照護諮詢服務，評估案主所需之照護需

求，及規劃案例之照護計畫等。 

社工人員：提供社工專業之個案協助，運用相關社會資源，扮演諮詢∕聯繫∕協調等

角色及家庭訪視等。 

法治相關人員：提供法令規定協助，協助蒐集受虐證據，釐清法令介入立場及建議跨

領域團隊應採取之合法性協助行動等。 

由減輕「照顧壓力」角度來防治老人受虐：由於家庭功能的弱化，使得照顧長者成為家

庭沈重的負擔，並因此衍生出老人受虐事件，因此，透過經濟扶助、居家照顧、家事服

務、喘息服務、臨托以及護理安養...等服務減輕照顧壓力，亦為重要之防治策略。 

除了前述的處遇方向外，社會工作者在從事老人保護工作時，特別要留意「辨識困難」的危

險因素，由於長者與其他族群相較，較少與社會互動（不像兒童一定要上學。），因而較難

被發現，加上長者通常不願意承認受虐（為了保護家人、怕被報復、怕被送養老院），這些

因素都可能導致服務輸送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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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分) 

  臺灣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最早是在下列那一年經內政部同意核備？ 

1989 1997 2008 2019 

  國際社會工作人員協會（IFSW）及國際社會工作學院聯盟（IASSW）在2014年提出了社會

工作的全球性定義，下列何者不屬於社會工作的核心原則？ 

社會正義 人權 家庭責任 尊重差異 

  國家透過計畫及法令介入人民福祉，是當代社會工作的源起之一，下列那個法案或計畫

的制訂時間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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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麥的強制勞工保險 貝佛里奇的報告書 

伊利莎白的濟貧法 羅斯福的新政 

  依據老人福利法規定，有關老人保護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醫事人員為責任通報人員 

老人有被疏忽、虐待、遺棄之情事，給予適當安置或短期保護 

保護安置所需費用，完全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負擔 

當地村里長、村里幹事應定期主動聯絡，掌握老人生活狀況 

  關於社會工作發展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睦鄰運動的工作人員須與工作對象共同生活以建立信任 

社區睦鄰運動對社區工作方法的發展具有貢獻 

診斷學派是1917年由MaryRichmond所發展 

診斷學派認為人的問題受社會與政治的壓迫影響，因此需要診斷環境不利於人發展的因

素 

  對於倫理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倫理指的是人們認為是「正確」的事 倫理是指引人們行為的標準 

微視倫理關懷的是機構組織內的約定 鉅視倫理又稱為社會倫理 

  關於倫理的規則效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是由義務論所延伸出來的 是由效益主義延伸出來的 

認為行動要能產生全體最大利益 認為行動要能產生集中多數效益 

  根據臺灣社會工作師倫理守則，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對社會工作師專業的倫理責任」範

疇？ 

社會工作師的服務紀錄應依法令相關規範，適時、正確且客觀的記錄和妥善保存 

包容多元文化、尊重多元社會現象，防止各種形式的歧視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現象 

致力社會工作專業知能的發展，進行研究與著作發表 

推動社會工作專業制度建立 

  「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乃政府為減少城鄉落差與人口失衡而推動之政策，下列何者

並非其推動策略？ 

鼓勵企業轉移技術、資金和管理等能力，認養協助地方事業發展 

企業捐助資金，間接協助地方事業開發新產品或新事業 

結合科技技術，協助發展地方產業和維繫城鎮機能 

協調跨國企業，鼓勵在各鄉鎮設立分店或分公司 

  對於社區工作的定義，下列何者錯誤？ 

社區工作可以由社會工作者主動界定問題，排定問題優先順序，並鼓勵居民加入計畫 

社區工作包含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 

社區工作希望組織社區居民，發現社區需求，進而各自努力解決問題 

社區工作希望培養居民的歸屬感，並培養自助、互助及自決精神 

  運用社區工作的地方發展模式，對促使居民民主參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開放機會讓居民出席會議，但由社會工作者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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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居民都有參與的困擾，因此宜用宣導的方式，不用表達意見 

投票表決前應先開放討論空間，讓居民知道表決的目的 

因為社區居民沒有相關知識，應進行投票表決但不應開放討論空間 

  社區扮演的功能，下列何者正確？ 同化 互助 生產分配 社會控制 社會化 集中

化 

    

  在社區發展過程會注意到「能力建構」的重要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使居民有達到目標的技巧  讓專家進入社區由專家進行規劃 

強調居民應放棄原有的認知 特別指應有趕上科技發展的資訊課程 

  對社區需求的了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要界定社區的問題和需求，應該要從公部門的視野來考慮 

社區的居民應該都對社區的問題和需求，都有一致的看法 

要了解社區的問題和需求，應該要避免詢問當事人的看法 

並非所有的社區居民對社區的問題和需求，都有相同的看法 

  進行社區工作，須了解在地社區的權力狀況。分析社區權力結構的途徑，下列何者正

確？ 決策途徑 資產途徑 利益途徑 職位途徑 聲望途徑 

    

  下列何者並非個案工作的價值觀？ 

獨特性與個別化 接納 認同 自我決定 

  有關社會個案工作的多面向預估應包含那些系統內涵，下列何者正確？ 案主系統 家

庭系統 社區環境系統 國家系統 

    

  案主所具備的條件，下列何者錯誤？ 

來機構的人  經接案評估合格的人 

簽定服務契約的人 法定應提供服務的人 

  關於團體工作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每次團體的紀錄需要記錄團體區位圖 以團體

工作方式提供服務給有需要的人 需要評估每個團體成員個別的成長史 要先評估成員

居住社區的問題和需求 

    

  對於社會團體工作的發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920年代之後，團體工作才逐漸成為社會工作方法之一 

社會團體工作通常指涉的是小團體，而非大型的團體活動 

社會團體工作在發展初期受到杜威（JohnDewey）的進步教育理論之影響 

1930 年代起，社會個案工作發展受到佛洛伊德精神分析觀點很大的影響，但社會團體

工作的發展則未受其影響 

  在團體結束時團體成員可能會出現下列何種反應？ 

趨避效應 迷戀掙扎 光環效應 鐘擺效應 

  社會工作者認為所有族群青少年都面臨類似的發展階段議題，因此設計相同的培力活動

即可。此觀點是屬於下列何者？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110普考) 

共 7 頁 第 7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文化無能（culturalincapacity）  

文化盲點（culturalblindness） 

文化初始能力（culturalpre-competence） 

基本文化能力（basicculturalcompetence） 

  依據我國社會工作師倫理守則，下列何者不是保密原則所列之限制？ 

社工師負有警告責任時 服務對象有致命危險的傳染病時 

服務對象涉及刑案時 服務對象已死亡 

  下列何者不是家庭生命歷程理論之重要概念？ 

強調現實生活中存在多種的家庭模式 

家庭是動態歷程，受到家庭變遷和社會變遷的影響 

重視家庭從一階段到另一階段的過程，及過程中的路徑和軌跡 

家庭從新婚開始到完成人生階段，有固定發展規律，可以成為服務依據 

  確保兒童在成長過程中，不因年齡、種族、性別及社會階級等而受到差別對待，這是反

映何種兒童價值觀？ 

兒童剝奪 兒童人權 社會排除 社會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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