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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30%） 

 

1. 一個少女到機構來求助，工作者請他坐定後，問他有何需要幫助之處，案主沈默沒說話，試問工  

作者應如何回應？ 

a. 你覺得要談你的問題有點難。 

b. 你是遇到感情問題，讓你很困擾。 

c. 你不知要如何面對升學問題是嗎？ 

d. 以上皆可。 

 

 

2. 「接納」為社會個案工作的價值觀之一，請問下列敘述何者為錯？ 

a. 接納就是無論案主說什麼，工作者都能瞭解。 

b. 接納的目的是幫助工作者瞭解案主真實的個人，使工作更有效果。 

c. 接納能使案主從防衛中解脫。 

d. 接納是為了能使案主感受到安全感，所以工作者必須贊同案主的一切行為。 

 

 

3. 芷雲說：「其實我已經長大了，可是爸媽老是把我當小孩子看，什麼事都過問，都盤查，我知道他

們是關心我，但是我很想自己試試看，闖闖看呀！」 

a. 這就是天下父母心，總是愛自己的孩子，你要好珍惜。 

b. 你是不是曾經做過什麼事讓他不放心呢？ 

c. 其實父母都是如此，他們這樣做才會安心，你不必太在意，等你長大為人父母時，就能體會

了。 

d. 你覺得父母過度操心，讓你無法獨立試試看。 

 

 

4. 強山說：「都是賭博害了我，原本只是為了打發時間小睹一下，沒想到愈陷愈深，如今不但錢輸光

了，還欠了一屁股債，唉！如果那時聽朋友的勸告就好了！」 

a. 你一共欠了多少錢？有什麼人可以幫忙嗎？ 

b. 現在先別唉聲嘆氣，想想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最重要。 

c. 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這對你是個教訓，讓你清醒過來，才知道要做什麼。 

d. 你很後悔當初被沒有懸崖勒馬，才會有今天的結果。 

e. 你不必太自責，現在知道悔改，也許還來得及。 

 

 

5. 問案主問題發生的原因何在是在什麼階段？ 

a. 接案。 

b. 預估。 

c. 接案和預估。 

d.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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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了讓案主能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下列何者是正確的？ 

a. 案主的自決是基於案主能力為限，在特殊情況下，社會工作人員就不得不替代案主做決定。

b. 社工要營造和諧信賴的工作環境，讓案主願意聽從社工的建議。 

c. 工作者將自助和訂定計畫的任務移轉到案主的家屬身上，由他們來協助案主改變其心理、社

會功能。 

d. 刺激案主潛在的資源，引導其思考活動，引發其分辨能力，以致其最終可以不受個案工作者

所掌控。 

 

 

7. 瞭解案主所屬系統的狀況是在什麼時候進行？ 

a. 接案時。 

b. 預估時。 

c. 訂目標時。 

d. 訂計畫時。 

 

 

8. 案主問工作者是否也曾遇過相同的問題時，工作者最好的回應是： 

a. 「沒有遇過你這樣的問題」。 

b. 「曾經也遇到過和你相同的問題」。 

c. 「你想知道我是否和你的經驗相同」。 

d. 「你希望我也遇過這樣的問題」。 

 

 

9. 個案工作的價值觀包括？ 

a. 接納、尊重個別差異、社會正義、保密、合作 

b. 接納、尊重個別差異、社會資源的發展、案主自決、保密 

c. 團隊工作、尊重個別差異、社會資源的發展、尊重、發展潛能 

d. 接納、和諧、保密、案主自決、正義 

 

 

10. 解釋國人人際關係的重要理論是 

a. 楊國樞的差序格局理論 

b. 費孝通的關係自我理論 

c. 楊國樞的關係自我理論 

d. 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 

  

 

11. 下列何者為所謂的負向的情感反轉移 

a. 案主說「我覺得妳跟我媽媽一樣很求完美」 

b. 社工說「你跟我弟弟一樣都很可愛」 

c. 社工對案主說「你跟我爸一樣不可理喻」 

d. 案主對社工說「你們社工跟老師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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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危機處遇和任務中心的差異主要在於 

a. 處遇時間長度不同 

b. 問題類型不同 

c. 會談次數不同 

d. 發展於不同時代 

 

 

13. 下列對於環境系統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居住在治安不佳的區域是個人選擇，在看待案主的環境系統時，不需要顧慮。 

b. 娛樂系統已是每個人生活中的一部份，所以半夜玩線上遊戲，白天好好休息，也能讓人格有

妥善的發展。 

c. 台灣的教育制度較以升學為導向，所以學校社工應致力輔導學生考取第一志願。 

d. 夏天較容易導致人們的情緒高漲，所以社會工作者可以在六到九月間設計一些情緒管理的課

程，以減緩自然環境對人的影響。 

 

 

14. 自助團體是 

a. 成員的問題種類不同 

b. 建立在專業知識上的協助 

c. 有同樣經驗或問題情境的人組成 

d. 不從事倡導行動 

 

 

15. 增強案主解決問題的能力是 

a. 增權的一部份 

b. 可以建議一些方法幫助案主決定 

c. 當案主的方法不好時應該加以修正 

d. 幫案主挑選最好的方法 

 

 

 

二、問答題    (70%) 

 

   (一) 社工員需要哪些知識作基礎？ (20%) 

 

 

   (二) 你如何運用同理心回應下列案主的話 

1. 案主，十八歲，未婚懷孕，她說：「我實在很害怕，不知道該怎麼辦？如果是你，你會怎

麼辦？」（10%） 

2. 強山說：「都是賭博害了我，原本只是為了打發時間小睹一下，沒想到愈陷愈深，如今不

但錢輸光了，還欠了一屁股債，唉！如果那時聽朋友的勸告就好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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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下列案例回答 

1. 畫出生態圖和交互反應關係圖 (10%) 

2. 案家的需求何在？為滿足需求，案家擁有哪些內外資源？你會採用何種個案工作的方法幫

助案主？(20%) 

案例 

一、案主基本資料 

    案主 14 歲是國中二年級女生，二上開學上二星期的課就中輟，中輟原因是愛玩，常和友

人一起翹課或翹家去玩，生活作息無法配合學校的要求，案主常白天睡到很晚，下午出去玩，

到很晚才回家或住在友人家。 

二、家庭經濟狀況 

    案主家庭經濟環境普通，目前仍在付貸款，案父母忙於工作，生活壓力很大。 

三、家庭成員互動狀況 

1. 夫妻關係 

案父母之間由於忙於工作，對子女管教態度與方法不一致，夫妻之間無法有效溝通，夫妻

對子女的教養常常有衝突，彼此關係不太好。 

2. 親子關係 

(1) 案主與案父的關係較為疏遠、緊張、關係不良，案父管較方式較為權威、嚴格，案主

二年級上學期時，經常晚歸或不回家，案父則嚴厲禁止案主逃家行為時，造成不少衝

突。 

(2) 案主對案母的管教方式較能接受，但由於沒有較有效的管教方法，經常對案主囉唆，

讓案主覺得不耐煩。案母會對案主抱怨案父會將情緒投射在她身上等話題，使案主看

不起案母。 

(3) 案父與案母在對案主管教上不一致，常常使親子關係很曖昧不清，且衝突不間斷。 

3. 手足關係 

(1) 案兄 18 歲案主與案兄弟關係曖昧，案主認為哥哥是個很愛玩的人，明明已經沒有工作，

但還是每天早出晚歸和朋友混在一起，讓案父母以為他還有在工作，案主覺得案兄是

個沒有責任感的人。但案兄有時會給案主零用錢或帶她到中心上課，對案主還算不錯。

(2) 案主與案姐的關係還好，案姐 16 歲很少在家裡，較不會和案主有生活上的衝突，但有

些事情或心事會找案姐討論與分享，彼此關係還不錯。 

案主覺得 11 歲的案妹很幼稚，不太喜歡與她玩耍，也覺得案父母對案妹很好，不太管案妹，

但對她卻管教嚴厲，讓她很不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