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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個案工作具有  (A)治療  (B)發展  (C)預防  (D)以上皆是  的功能。 

2. 目前我國社工人員大部分服務於  (A)公私立社會福利機構  (B)學校  (C)社工師事務所  (D)監獄。 

3. 避免慈善機構重覆浪費，英國於 1869 年成立  (A)濟貧法案 Poor Law  (B)慈善組織會社 C.O.S  (C)睦鄰組織 social 
settlement movement  (D)湯恩比館 Toynbee Hall  此舉開聯合勸募之先河。 

4. 系統減敏感法 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的技術理論依據是  (A)功能學派  (B)任務學派  (C)行為學派  (D)心理分

析學派。 

5. 女性主義社會工作者認為，許多社會問題形成與  (A)權利資源分配不平均  (B)女人天生是弱勢  (C)男人要同情
女人  (D)男女有別  有密切關係。 

6. 後現代主義以社區為干預焦點，指的社區概念是  (A)種族社區  (B)地理社區  (C)功能事緣社區  (D)行政劃分社
區。 

7. 某 6歲疑似被性侵害女童之父母質疑社工剝奪親權是專業霸權，避免衝突之道為  (A)歸還小孩  (B)順應輿論    
(C)遵守專業倫理  (D)置之不理。 

8. 女性主義融合了  (A)人在情境中 PIE  (B)生態理論  (C)系統理論  (D)以上皆是  的哲學觀點。 

9. 何者不是社會福利社區化之優點?  (A)參與性高  (B)集權性高  (C)使用性高  (D)可近性高。 

10. 1957 年格林伍德(E. Greenwood)敘述專業的要件包含  (A)理論體系  (B)專業權威  (C)倫裡守則  (D)以上皆是。 

11. 將個案評估過程分成小、中、大系統是  (A)任務學派  (B)生活模式學派  (C)功能學派  (D)行為學派的主張。 

12. 社工充權 empowerment的概念主要是針對弱勢族群的  (A)貧窮  (B)生病  (C)無力感  (D)無知。 

13. 未來社會工作方法將朝向多元化，稱為  (A)綜融(generic)社會工作  (B)殘補式社會工作  (C)救援式社會工作   
(D)問題解決式社會工作 。 

14. 專業社工人員應該具備  (A)人類行為  (B)臨床心理  (C)社會學  (D)以上皆是  方面的知識。 

15. 1917出版社會診斷 Social Diagnosis一書，開啟了個案工作的先河是  (A)佛洛伊德 Freud  (B)塔夫特 Taft       
(C)瑪莉李奇蒙 Richmond  (D)格林伍德 E. Greenwood。 

16. 任何專業都會面臨倫理之困難主要因為  (A)社會資源分配不公  (B)機構主管要求導致扭曲  (C)任何介入都是案
主自主權的干擾  (D)以上皆是。 

17. 產生衝突與掙扎是在團體工作  (A)初期  (B)中期  (C)末期  (D)不會發生  的現象。 

18. 社工的第三隻眼與第三隻耳是指社工應有  (A)彈性態度  (B)學識豐富  (C)敏銳觀察力  (D)責任感。 

19. 社區照顧的對象是  (A)老年人  (B)精神病  (C)智障  (D)以上皆是。 

20. 何者不是社區照顧的意義  (A)去機構化  (B)減少對政府的依賴  (C)由企業經營  (D)需求導向的服務。 

21. 何者不是社會福利社區化之工作模式  (A)以學校為中心  (B)以醫院為中心  (C)以社會福利機構為中心       
(D)以上皆非。 

22. 何者不是社會工作督導的三大功能  (A)行政功能  (B)教育功能  (C)支持功能  (D)交友功能。 

23. 個案管理的運用是根基於兩個相關的概念 1.案主途徑 client pathway  2.評量 assessment  3.治療 therapy        
(A) 1..2.  (B) 2.3.  (C) 1.3.  (D) )以上皆非。 

24. 我國人口老化已經超過總人口之  (A) 5%  (B) 7%  (C) 9%  (D) 11%。 

25. 設立殘障者庇護工廠主要是解決  (A)重度  (B)中度  (C)輕度  (D)以上皆是  殘障者之照顧工作。 

26. 下列機構何者是老人福利機構  (A)喜憨兒烘培屋  (B)勵馨基金會  (C)社會局  (D)老吾老基金會。 

 
＜背面尚有題目＞ 



 

27. 美國心理學家（E. Erikson , 1963）對人類一生的發展提出一套心理社會（psychosocial theory）理論，將人生分為

(A) 2  (B) 4  (C) 6  (D) 8  個階段。 

28. 兒童福利以服務方式區分，可分為  (A)支持性  (B)補充性  (C)替代性  (D)以上皆是。 

29. 社會福利支出增加會導致經濟發展  (A)遲緩  (B)通貨膨脹  (C)相輔相成  (D)緊縮 。 

30.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療育工作是  (A)長期照護  (B)短期照護  (C)緊急醫療  (D)重大災難救援  的一環。 

31. 外籍新娘造成嚴重台灣社會問題，從民國 78 年起引進外勞，至今約佔基層勞工之  (A) 1%  (B) 5%  (C) 10% 
(D)15% 

32. 何者不是老人工作網路？  (A)公共遊樂場所  (B)醫療機構  (C)寺廟  (D)以上皆非。 

33. 我國少年福利工作之缺失為  (A)人手不足  (B)法令不周  (C)公權不彰  (D)以上皆是。 

34. 何種年齡是安全年齡不會被性侵害？  (A) 2歲  (B) 80歲  (C) 30歲  (D)以上皆非。 

35. 社工倫理強調服務過程何者必需知後同意？  (A)錄影  (B)第三者觀察接案  (C)使用電話服務  (D)以上皆是。 

36. 社工遇到倫理兩難時應  (A)痛苦最小化  (B)整體最佳利益  (C)最小傷害原則  (D)以上皆是。 
37. 本來由家庭、宗教、市場、志願組織負擔的福利角色，轉由國家承擔稱為  (A)福利改革  (B)福利社會  (C)福利

國家  (D)社會主義。 

38. 福利國家通常指的是福利支出占國民生產毛額  (A) 5％  (B) 10％  (C) 30％  (D) 3%  以上的國家。 
39. 讓那些占福利便宜的領受者脫離救助名單稱為  (A)福利改革  (B)福利社會  (C)福利國家  (D)社會主義。 
40. 趙可式博士說：「死亡可以美如秋葉」，其意義是闡述  (A)老人福利  (B)福利社會  (C)臨終關懷  (D)社會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