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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每題 4 分 
1. 何者為心理暨社會學派的個案工作核心概念 

(A) 情感轉移 (B)投射作用 (C)人在情境中 (D)夢的解析 

2. 下列何者不是社區工作的目標 

(A)增加社區的權力 (B)改善社區的問題 (C)協助社區獲得所需的資源 (D)以客觀的理論擬定社區的改變計畫 

3. 請問那一種身心障礙類別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可以從事合法按摩工作 

(A)聽障者 (B)肢障者 (C)視障者 (D)以上皆是 

4. 請問下列何者是家庭暴力防制法的保護對象 

(A)受到同居男友暴力對待的女性 (B)受到丈夫暴力對待的女性 (C)受到太太暴力對待的男性 (D)以上皆是 

5. 請問何者不是社區分析的項目 

(A)社區建築 (B)社區環境 (C)社區人口 (D)社區資源 

6. 下列何者不是社會研究的目的? 

(A)描述 (B)控制 (C)探索 (D)解釋 

7. 當兒童因某種因素無法與父母生活在一起，此時社工人員應採何種服務 

(A)獨立生活方案 (B)出養 (C)收養 (D)家庭寄養 

8. 十九世紀末期開始的睦鄰運動起源於那個國家 

(A)英國 (B)日本 (C)德國 (D)美國 

9. ４P（person problem place process）係屬於那一學派的社會個案工作模式 

(A)功能學派 (B)問題解決學派 (C)心理暨社會學派 (D)生態系統學派 

10. 團體工作的團體動力向度，下列何者為非 

(A)溝通與互動模式 　(B)凝聚力 　(C)社會控制結構 　(D)團體思考 

11. 何國被稱為第一個福利國家 

(A)美國 (B)德國 (C)日本 (D)英國 

12. 下列何者不屬於社會工作專業的主要功能? 

(A)社會控制 (B)預防 (C)恢復 (D)發展 

13. 影響團體控制力的因素，何者為非 

(A)規範 (B)角色 (C)地位 (D)安全 

14. 將社會政策轉換為社會服務的過程，稱之為 

(A)個案管理 (B)社會行政 (C)社會立法 (D)個案督導 

15. 下列何者不符合社會個案工作的基本假定 

(A)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 (B)每一個人都應為自己發生問題的原因負責 (C)每一個人都有自我決定權力 (D)每一

個人都有解決問題的發展潛力 

16. 在個案服務的過程中，社工人員強調對案主採取非評斷的態度，是依據下列何種助人原則 

(A)案主自覺 (B)同理 (C)個別化 (D)接納 

17. 用來規範社工人員“當為＂及＂不當為＂的行為之條文，稱之為： 

(A)專業倫理守則 (B)專業良知守則 (C)專業服務協定 (D)專業懲戒守則 

18. 依據艾力克森（Erikson）的生命週期（life cycle）理論，老年期的發展任務為何？ 

(A)生產對停滯 (B)勤奮對自卑 (C)整合對絕望 (D)親密對疏遠 

19. 社會工作師法通過後，將我國社會工作專業帶往證照制度發展，試問該法於民國幾年公布實施？ 

(A)八十四 (B)八十五 (C)八十六 (D)八十九  

20. 社會保險具有各種特質，但以下何者為非 

(A)強制參加 (B)權利義務 (C)精算計費 (D)失業給付 

 

＜背面尚有題目＞ 



【乙】每題 6 分 
21. 所謂的“NPO＂指的是? 

(A)not person-centered  (B)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 not problem-oriedted   (D)non-prdfession officer  

22. 當一個婦女被其丈夫歐打成傷，下列哪一人員負有法定通報責任 

(A)警察 (B)受害婦女的朋友 (C)公婆 (D)鄰居 

23. 福利國家一詞最早係由何人提出 

(A)威廉．鄧普（William Temple） (B)約翰凱因斯(John M.Keynesian ) (C)肯．強生(Ken Johnson) (D)威廉．貝佛

里奇(William Beveridge) 

24. 社會工作專業所謂的三大基本工作方法並不包括下列何者 

(A)社會福利行政 (B)社會團體工作 (C)社會個案工作 (D)社區組織與發展工作 

25. 福利多元主義係立基於為解決福利國家的危機而產生的理論，請問下列何者屬於福利多元主義意指的福利供給來

源 

(A)商業部門 (B)志願服務部門 (C)非正式部門 (D)以上皆是 

26. 社會安全制度不包括 

(A)社會保險 (B)社會津貼 (C)社會服務 (D)社會救助 

27. 下列那一單字譯為充權 

(A)sympathy  (B) empathy  (C) advocacy  (D) empowrment 

28. 政府將提供社會福利服務的功能部分轉移到民間部門來提供的過程，稱之為 

(A)福利社會化 (B)福利資本化 (C)福利民營化 (D)福利慈善化 

29. 當服務使用者將自己的情感非理性投射至社工師身上時，稱之為 

(A)情緒抒解 (B)投射現象 (C)情感轉移 (D)情感反轉移 

30. 福利國家產生危機的原因為何 

(A)財務危機 (B)人口危機 (C)政策危機 (D)資源危機 

31. 最早(1972)採取意識形態概念來社會福利觀點模式分類者為提默斯(Richard Titmus)，以下何者非其提出的概念 

(A)福利殘補型 (B)工業成就型 (C)制度性再分配型 (D)財務公正型 

32. 下列何者非我國社會救助內容 

(A)生活扶助 (B)醫療補助 (C)急難救助 (D)疾病救助 

33. 何者非社會行政的功能 

(A)預防 (B)計畫 (C)組織 (D)預算與年度會計 

34. 社會行政的政策管制有那幾方面，下列何者為非 

(A)人事管理 (B)財產管理 (C)事物管理 (D)教導管理 

35. 何者非社會政策原則? 

(A)公正原則 (B)一致性及整體規劃原則 (C)最弱勢者受益最大 (D)特定族群原則 

36. 馬歇爾(Marshall)於 1950 年界定福利權有那些，下列何者為非 

(A)公民權 (B)政治權 (C)社會權 (D)保險權 

37. 何者不是勞退新制的優點 

(A)年資不怕斷 (B)年金給付確保退休生活 (C)新舊制併存 (D)縮小適用範圍 

38. 何者非勞工年金保險新制的特點 

(A)保單多元化，可供選擇 (B)年金化終身領取﹐退休收入固定 (C)可避免課徵遺產稅 (D)所得替代率較低 

39. 下列何者並非社會工作研究法的質性研究? 

(A)參與觀察  (B)深度訪談  (C)問卷調查   (D)焦點團體 

40. 社會工作遇到倫理兩難應 

(A)經濟最小化  (B)社工最佳利益化  (C)最小傷害原則  (D)以上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