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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五等考試 

類科：社會行政 

科目：社會工作大意 

  社會工作是一門助人的專業，社會工作者存在三個主要的使命或宗旨（3Cs）。下列何者不包含在

3Cs 所指的內容？ 

有同情心的（compassionate）  改變社會（changing the society） 

照顧（caring）   治療（curing） 

  社會工作專業發展至 1990 年代後，有許多新興的議題和挑戰，不包括下列何者？ 

管理主義影響陷入科層／專業身分的困境 

新自由主義下面臨績效挑戰 

處理風險社會中新的災難風險和議題的焦慮 

專業認同向精神醫學靠攏 

  下列何者不是美國 1935 年制定的「社會安全法案」的方案內容？ 

公共救助 工業災害保險 衛生及福利方案 社會保險 

  社會工作實施過程中，計畫擬定或規劃通常採 SMART 原則，下列關於此原則的敘述，何者錯誤？ 

明確（specific）：所規劃目標有特定明確目的、角色、任務 

可測量（measurable）：目標指標具體可測量 

實際可行（realistic）：社會工作規劃強調務實可行 

可轉換（transferable）：必要時計畫可做調整轉換 

  關於社會福利殘補式觀點和制度式觀點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制度式觀點認為，社會福利主要是為了補救家庭和市場失功能 

殘補式觀點主要代表國家是美國 

制度式觀點的社會福利形式主要包括社會救助 

殘補式觀點的目的是以政府國家替代家庭角色 

  「能用不同的介入方法在不同的機構中，協助不同的案主族群處理個人與社會問題。」這段話指的

是下列何種社會工作的實施取向？ 

專精實施取向 綜融實施取向 生態系統實施取向 基進（radical）實施取向 

  社會工作的三大方法是指： 

家庭工作、社區工作、個案工作 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家庭工作 

社會倡導、團體工作、個案工作 社區工作、個案工作、團體工作 

  我國現行的社會工作師倫理守則是由下列何者修訂？ 

勞動部  衛生福利部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臺灣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下列何者不是 Briscoe 與 Thomas 針對社區工作者所發展出的倫理決策模式？ 

機構政策導向 專業關係導向 個案需求導向 社會觀感導向 

  14 歲的小安剛發現自己懷孕，因此向社會工作者求助並詢問有關墮胎和收養的資訊，但她同時也在

考慮是否要把孩子生下來。面對此狀況的社會工作者面臨下列何種倫理決策困境？ 

沒有倫理困境，應直接告知小安的父母，讓父母決定 

沒有倫理困境，應遵守保密原則 

案主自決或保密 

兒童最佳利益或社會正義 

  下列關於轉介的概念，何者錯誤？ 

當社會工作師不宜或無法提供服務對象適切服務時，應進行適當之專業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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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轉介前，應採取適當之措施，以保護服務對象權益 

轉介時應充分告知服務對象未來轉介服務方向 

轉介時不應將個案服務資料告知未來服務機構，以利保密原則 

  依據 Lowenberg 與 Dolgoff（1922）提出的「倫理原則順序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最小傷害原則優於生活品質原則 自由自主原則優於差別平等原則 

生活品質原則優於隱私守密原則 隱私守密原則優於真誠原則 

  在「相信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價值觀的前提下，社會工作者須具備下列何種能力？ 

文化敏感度 資源盤點 跨專業合作 批判思辨 

  在社會工作倫理中對「隱私原則」的限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面對不實報導發生時，須注意服務對象權益及隱私維護與不實指控之平反 

社會工作師有責任讓個案了解，機構內部有那些人能接觸並使用個案服務資料 

社會工作師應以社會公益為前提，促使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及社會大眾在對媒體傳達資訊及立場

時，保持客觀中立及尊重隱私 

面對多元媒體（含網路）時，只在報導、採訪、貼文時把服務對象的身分資訊去連結便可登出，

不需取得服務對象之同意 

  Murdach 建議社會工作者宜依據案主行為產生的危險性和案主自決能力做不同程度的干涉，此干涉

行為稱為： 

父權干預 仁慈干預 授權干預 彈性干預 

  一群人因為共同的活動而聚在一起，因為長時間從事相同的活動而產生共同的社區感，這是屬於下

列何種社區分類？ 

組織社區（organizational community）  地理社區（geographic community） 

利益社區（community of interest）  信仰社區（community of believes） 

  依據社區工作的原則，下列何者敘述最符合「社區自決」的意涵？ 

社會工作者應覺察社區民眾處理議題的步調，介入社區的改變 

社會工作者提供諮詢協助，提供社區民眾充分參與社區問題解決的討論和決策 

社區的參與應該邀請不同的專家提供意見與決策 

應透過各種行動和資源，以增強社會工作者的能力 

  都市型的社區常以大樓為單位，居民互動的機會不多，關於凝聚社區意識的作法，下列何者錯誤？ 

藉由網路平台提供社區居民即時發生的社區資訊 

召開社區會議 

物業管理公司主導活動的舉辦 

建立社區正式組織，讓有社區工作經驗的熱心住戶發動 

  以持續調整社區組織及提出社區願景、劃分各社區方案優先順序，列出分年度計畫、社區人才的訓

練與培力、循環性的社區組織能力增長等為核心工作的階段，屬於下列何者？ 

起步階段 工作階段 維持與擴張階段 永續工作階段 

  社區處於劣勢一方，受到資源剝削或權益受損，把居民組織起來，對權責單位提出抗議、協商。這

是 Rothman 與 Tropman（1987）所提出的下列何種社區工作模式？ 

社會計畫 社會組織 社區發展 社會行動 

  有些社區會運用 SWOT 的分析技術分析社區內外環境因素，以對社區方案做更深入的了解。針對

SWOT 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S 是優勢  W 是劣勢  O 是目標  T 是威脅 

  關於同理（empathy）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同理是一種同情 

傾聽是同理溝通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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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溝通重視深層的了解，不強調回應與相互分享 

同理是客觀地了解對方的感受 

 

  當案主的權利受到壓迫、剝奪時，社會工作者運用社會行動的策略，為案主爭取有助於解決問題的

資源。這段敘述凸顯出下列何種社會工作者的角色？ 

使能者 教育者 倡導者 評估者 

  在個案工作過程中，透過對問題的了解、分析與研判，來了解服務對象遭遇問題的原因，這個步驟

是： 

規劃（planning）   預估（assessment）  

介入（intervention） 調查（inquiry） 

  關於團體工作實施原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儘量不用運用團體的外部資源，以鼓勵成員善用團體內部資源 

尊重團體成員的差異性 

在團體工作過程中要持續對團體進行評估 

重視團體的整體性 

  在個案工作會談進行一段時間，社會工作者將服務對象談話內容的相關要點，加以整理、組合、歸

納，這個會談的技巧稱為： 

引導 摘要 反映 解釋 

  有關個案工作常見的實務模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功能模式主要是在 1970 年代由賓州社會工作學院發展出來 

任務中心模式源自於 1957 年 Perlman 出版的社會個案工作一書中 

心理暨社會模式（psychosocialmodel）的概念化、細緻化發展主要歸功於當時紐約的 Gordon 

Hamilton 教授及同事 

問題解決模式主要特色是短期、有時間限制的實務工作 

  團體工作若要有成效，則不宜過度鬆散、完全無規劃，如時間、地點最好事先安排，團體運作的整

體設計、各子單元設計，都需預先思考，才能使成員在團體過程中有所收穫。這是屬於下列何種團

體工作概念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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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功能 目標 規範 

 

  下列何項工作，不屬於團體聚集期（convening phase）的工作重點或目標？ 

討論保密議題  處理成員的衝突與緊張 

建立工作契約  協助成員建立歸屬感 

  威宇是性侵害防治中心的社會工作者，想要辦理性侵害被害人的支持團體，在招募與選擇團體成員

時，下列何者是一定要考量的因素？ 

成員的心理狀況  成員參與團體的經驗 

成員的職業  成員的教育程度 

  Toseland 與 Rivas 將團體工作依目的區分為處遇性團體與任務性團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成長團體屬於處遇性團體 教育性團體為處遇性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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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團體屬於任務性團體 社會行動團體為任務性團體 

  有關社會個案工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臨床社會工作（clinical social work）源自於社會個案工作（social casework） 

依據 NASW 在 1989 年之後對臨床社會工作的定義，臨床社會工作比個案工作的範圍更狹窄 

個案工作著重在微觀系統 

臨床社會工作與個案工作一樣都屬於直接實務工作（direct practice） 

  在心理衛生社會工作者的角色中，試圖記錄病人的社會生活經歷，以呈現個人、家庭及社會環境之

相互影響關係。這是屬於下列何種角色？ 

專業聯繫人 需求協調者 方案計畫者 社會生活傳記作者 

  關於家庭社會工作的實施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先解決家庭長期的困擾，再回應其立即需求 

介入家庭時，應考量家庭的個別特性 

增權家庭，以家庭更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 

促使家庭參與改變，以增加其獨立性 

  司法矯治社會工作者的任務不包括下列何者？ 

觸法者之再犯預防與生活重建 被害人及其家屬之創傷修復與生活重建 

受刑人與觸法者家庭服務 受刑人之行為約束與管理 

  我國老人福利法，最早是在下列何年頒訂？ 

 1970   1975   1980   1985 

  成功老化的觀點中，關於「選擇、最適化與補償」模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 Rowe 和 Kahn 提出 

 1999 年國際老人年提出 

老化的成功主要關鍵是生理功能的維護 

強調人有學習的能力和發展潛能，可以透過科技與知識抵消老化產生的失衡，老人可以和年輕人

一樣擁有滿意的生活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受災民眾臨時收容、社會救助及弱勢族群特殊保護措施等，屬於下列何種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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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工作事項？ 

災害預防 災害發生時之應變 災後之復原重建 災害整備 

  災難管理對社會工作的意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災難事件牽涉社會工作者的專業使命和承諾 

社會工作專業是處理「風險」與「災難」不可或缺的一員 

早期西方社會工作發展中社會工作對於災難介入的角色從被影響個人、家庭、社區以及特別需求

群體提供服務，逐漸發展到物質救援和緊急救難 

災難中社會工作者若能透過災難管理的作為靈活運用角色，善用資源可提供符合災民需求的服務 

  下列何種對長輩的服務行為違反專業倫理？ 

社福機構要使用服務長輩的照片前，必須經長輩同意且有馬賽克處理，才將活動照片對外做宣傳 

婉拒服務長輩的年節送禮 

面對家屬要求要增加服務次數的訴求，能適當說明經過評估所計劃的服務資格與程度 

超越專業關係，認服務的老人家為乾爹乾媽，並介紹特定的保健食品 

  臺灣於那一年開始實施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西元 1989 年 西元 2003 年 西元 2014 年 西元 2017 年 

  下列何者不是身心障礙兒童的需求？ 

被排除的需求 教育權益的需求 無障礙環境的需求 就醫的需求 

 
  下列何種情形不屬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中，身心障礙者被虐的保護範圍？ 

被遺棄  被手銬銬在陽台 

利用肢體障礙者在路上行乞 鼓勵信託業者辦理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 

  對於家庭社會工作鉅視系統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指兩個或更多的微視系統間的相互關係 指家庭成員不直接參與但卻間接有影響的系統 

指廣泛層面的文化、政治、經濟等環境 指與家庭成員互動最頻繁與最直接的系統 

  在精神醫療領域中特別強調醫療團隊的合作，一般團隊包括五大專業，其中不包括下列何種專業？ 

精神專科醫師 物理治療師 社會工作師 臨床心理師 

  在精神醫療社會工作的不同模式中，以專家診斷為重，並可能造成病者遭遇社會排除。這是屬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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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何種導向？ 

醫療模式  生物—心理—社會模式 

社會模式  復元模式 

  在學生中輟後，學校社會工作者立即召集相關人員，蒐集相關資料並成立評估小組，確認問題原

因、擬定介入計畫和目標。這是屬於下列何種角色？ 

倡導者 發現者 協調者 教導者 

  英國學者布雷德紹（Bradshaw）將社區社會需求（social needs）分成四大類，其中「社區居民因感

覺需要而採取行動的需求」，這是屬於下列何種需求？ 

規範的需求 感覺的需求 表達的需求 比較的需求 

  在醫院中由社會工作者協助病人或家屬自己組成團體，鼓勵成員產生共識，一起計劃、參與並執行

其一切發展事宜的團體。這是屬於下列何者？ 

會心團體 自助團體 覺醒團體 教育團體 

  關於愛滋防治社會工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IDS 是一種免疫不全的疾病，只要施打疫苗就可

以有完全的保護力 藥物注射是感染愛滋的管道之一 社會工作者倡導人權並協助愛滋病人面對

烙印 社會工作是愛滋病人協助跨專業團隊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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