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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範題 

一、選擇題型 
 

【家庭議題】 
 下列那一個陳述不是混合家庭？ 未婚生子的陳小姐與張先生

組成家庭 趙先生因案入監服刑，留下妻子和子女與趙先生父

母同住 因受暴而離婚的因小姐帶著兩名幼子與喪偶的因先生

結婚 家裡有「家家的小孩，家家的小孩和家家的小孩」。  
 （98社工師） 

（B）

 下列所謂流動家庭（floating family）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家

庭中的關係不確定 家庭缺乏對現實世界的共同觀念  家庭

時常產生衝突 家庭仍存在傳統 的階級概念。 （99社工師Ⅰ） 

（D）

 Minuchin & Fishman（1981）將家庭「形狀」（Shapes）分門別

類，下列描述何者不正確？ 兩人組合的家庭形式  一條一

法家庭形式 漂動家庭  單一親職責任家庭。 （99社工師Ⅱ） 

（D）

 Gergen稱現代家庭為飽和家庭，主要是因為現代家庭具有下列那

些特點？ 資訊社會，人際多元，使得家庭呈現沒有共同目標

的混亂 結婚及離婚人數達到飽和  多元族群的聯姻人數大

量增加 隔代教養形成風隔，祖父母壓力大。  （99社工師Ⅱ） 

（A）

 對現代家庭特性的分析中，有所謂「飽和的家庭」（saturated 
family）和「流動的家庭」（floating family）等概念被提出，下

列敘述中，何者係這兩個概念所要指出之現代家庭的困境？ 

現代家庭普遍過度富裕、追逐過多慾望之滿足而欠缺寧靜和安

定感 現代家庭生活中，人們根本無法凝聚家庭目標共識，所

謂的「好家庭」已不再具有意義 現代家庭生活充滿瑣事、工

作情況又充滿變數，使得家人易於分散各地 現代家庭富裕有

餘，真實地享受不足。 （101社工師Ⅱ） 

（B）

 當雙親都在外工作的家庭，那些因素使得親子間的互動依附關係

會受到替代照顧的影響？ 與替代照顧者生活超過 20小時以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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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嬰受替代照顧者影響比男嬰來得強烈  第二個孩子較易受

替代照顧者的影響 最最一個孩子較易受替代照顧者的影響。  
 （99社工師Ⅱ） 

 下列那一個關於家庭系統的陳述是錯誤的？ 均衡（ homeosta-
sis）是家庭系統為了維持關係上的穩定狀態所擁有的自我調整的

機制 家庭結構（ family structure）是指家庭經由自身的調整與

修正，所組成的一種互動模式 家庭中有很多次系統，他們是

各自獨立的系統 家 庭系統使用回饋的機制以回應環境的變

遷。 （98社工師） 

（C）

 家庭中的規範定義成員間的互動關係，下列何種互動關係是被動

的規範？ 夫妻互容互重  兄友弟兄  父父子父  親屬

扶養制度。 （99社工師Ⅰ） 

（D）

 根據Belsky的研究發現，家庭生命週期和婚姻滿意度有下列何種

關係傾向？ 老年的家庭，婚姻滿意度回到最高點  有青少

年的家庭，因為孩子問題多，婚姻滿意度最低 有學齡兒童的

家庭，壓力比較小，婚姻滿意度高 新婚期的家庭因為調適的

關係，婚姻滿意度不是最高。 （99社工師Ⅱ） 

（A）

 Gottman（1994）發現下列何者為預測離婚的因素？ 兩人解

決不可避免不一致性的方法 兩人會不會有爭兩  兩人缺乏

一致性 兩人生活步調缺乏協調。  （99社工師Ⅱ） 

（A）

 生 命 歷程 觀點 是 將焦 點放 在 「重 大人 生 事件 」（ critical life 
events）上，而重大人生事件被視為是一種： 病態的  成

長的 無希望的  無助的。  （99社工師Ⅰ） 

（B）

 有關「公開領養」，下列陳述何者錯誤？ 原生母親可以參與

領養家庭的選擇 領養家庭可以參與為孩子的出生做準備 

領養家庭可以到醫院陪伴原生母親生產 領養完成後，原生

父母和領養父母就不再聯繫。 （101社工師Ⅱ） 

（D）

 「開放性領養」（open adoption），那一項陳述不符合此種領養

的內涵？ 親生父母可以選擇領養家庭，有助於確定孩子未來

生活幸福 領養父母可以參與孩子的出生歷程，有助於領結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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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養育經驗 親生母親可以成為褓姆或照顧者，有助於將來

回歸原生家庭 親生父母可以探望孩子，有助於領繫原生親子

關係不中斷。 （101社工師Ⅰ） 
 所謂的「繼親家庭」（Stepfamily）是指： 家庭中有父母，有

男孩女孩各一位，年紀在2～5歲之間 家庭中有些孩子是親生

的，有些是領養的 家庭中有些孩子是其中一位家長親生的 

祖父母三代組成的家庭。 （101社工師Ⅱ） 

（C）

 下列何者屬於自然協助者？ 核心家庭的成員  鄰鄰公認有

助人特質的人 社福機構的社會工作員  家族成員。  
 （99社工師Ⅱ） 

（B）

 下列對家庭暴力的觀察，何者正確？ 家庭暴力是短期的，受

傷害者以男人及兒童為多 家庭親密關係講求愛的諒解、包

容、接納的力量，愛可化解一切家庭暴力危機 家庭暴力因涉

及隱私，傳統法不過家門、家醜不可外揚的觀念，往往導致受害

者隱匿不報 社會工作者只要有毅力，可獨當一面以專業解決

家暴案例。 （101社工師Ⅱ） 

（C）

【女性主義】 
 下列那一個有關女性主義的敘述是錯誤的？ 女性主義是倡導

女性與男性擁有相當的社會、政治與經濟權利的主義 女性主

義理論確信男女兩性生命經驗的差異，但是並不強調性別角色社

會化的影響 終結父權制  女性主義強調女性增權的需求，

激發女性自我決策及擴展機會的潛能。 （98社工師） 

（B）

 女權運動對女性生活處境的描述，以下何者不正確？ 女性主

義者關注女性遭受制度上不平等待遇之生活經驗 女性主義者

認為女性在婚姻中被壓迫主要是父權制度的結果 女性主義者

強調傳統性別角色社會化容易形成異性戀主流化 女性主義者

擔心女權運動會激起男性更進一步控制女性。 （101社工師Ⅰ） 

（D）

 女性主義的觀點開啟了兩性在歷史、社會、文化結構中之多元

性，也關心種族歧視或年齡歧視等議題，下列何種現象屬於歧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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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工作平等權  家務報酬制度  男性育嬰假  嫖嫖

者不受罰。 （99社工師Ⅰ） 
 下列那一陳述不是女性主義的觀點看待強暴事件？ 強暴的發

生是一種邏輯反應 強暴事件 與男性的性能力沒有太大關係 

強暴被視為是一種與文化緊密強強之看待女性態度所造成的結

果 女性主義觀點將強暴視為是個人問題。  （98社工師） 

（D）

【懷孕等議題】 
 下列那一項對懷孕期的描述錯誤？ 懷孕婦女的情緒反應並不

會透過胎盤影響胎兒的發展 懷孕期間吸懷婦女的胎兒出生體

重比不吸懷婦女的胎兒來得輕 貧窮是影響胎兒生存的心理和

社會因素 從受孕的那一刻開從，父母親的基因就影響胎兒的

發展。 （100社工師） 

（A）

 下列那一種「產前檢查」具有侵入性？ 超音超  絨絨絨取

樣 胎胎球血胎白檢 查 驗孕驗。  （101社工師Ⅰ） 
（B）

 產婦若服用下列那一種藥物，可能會造成小孩過動行為？ 古

柯鹼 鎮定鎮  阿阿阿靈  酒精。  （101社工師Ⅰ） 
（D）

 那些是社會工作人員在女性懷孕初期，可以透過角色扮演達到倡

導的有效的社會行動？ 協助父母對嬰兒性別的認同  針對

未婚者要求學習正確的婚後生活方式 協助父母做好協接嬰兒

的出生的準備 提供父母具體的支持性服務。  （99社工師Ⅱ） 

（D）

 依據Lemkau與Olson（1988）的看法，女性對墮胎問題的行為處

理，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多數女性墮胎後會有罪惡感及心

情沮喪 女性墮胎若是出於自願則比較不會後女  多數女性

墮胎後會產生心理問題 若未進行墮胎，子女出生後的問題可

能更多。 （99社工師Ⅰ） 

（C）

【就業方面】 
 最近數十年，女性在職場的角色已經大幅改變，但仍受到不同的

待遇，依Eccles（1987）的觀點，兩種主要的障礙為何？ 工

作福利與工作待遇 工作職稱與歧視  歧視與不平等  勞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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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條件與工作待遇。 （99社工師Ⅰ） 
 在已婚婦女就業的現象中，下列那項發展趨勢在臺灣較少見？ 

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呈微幅增加的趨勢 已婚婦女的婚前

工作比率遠比婚後來得高 已婚婦女有6歲以下孩子之勞動參

與率呈微幅增加 已婚婦女的家事分工時數隨著勞動參與率增

加而下降。 （101社工師Ⅱ） 

（D）

 所謂的「錯置的家庭主婦」是指： 因為離婚或守寡而迫使原

是家庭主婦的女性進入職場 女性因為家事和子女照顧而中斷

就業，並在其後二度進入職場 全職的家庭主婦認為自己在現

今的社會裡，不再具有價值 婦女在子女離家後，經驗空巢症

候群。 （101社工師Ⅱ） 

（A）

【人身安全】 
 下列那一個關於強暴的陳述是正確的？ 婦 女經歷強暴通常不

會出現創傷症候群 被熟識者或約會對象強暴的遠多於被被生

人強暴的案例 強暴案的受害者通常較年輕，而所有案例中被

被生人強暴的案件約占60% 我們討論強暴案件時多以異性戀

為主，因此同性戀者不可能成為強暴案件的被害人。（98社工師） 

（B）

 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認為強暴生存者本身應受到指責的觀點

是屬於女性主義的觀點 性侵害犯罪之案件，審判需公開，以

讓法官或軍事審判官更了解案情 工作人員於執行工務知有性

侵犯罪情事者，至遲必須在48小時通報當地主管機關 預防強

暴方法中，大叫「失火了」或「警察」通常會比大叫「救命」或

「強暴」來得好。 （100社工師） 

（D）

 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行為週期可以依序分成三個階段： 平靜

期、緊張期與和好期 壓力與緊張升高、壓發期與和好期  

壓發期、平靜期與爆女期  和好期、壓發期與平靜期。  
 （98社工師） 

（B）

 下列何者為Francis（1993）認為大多數出現強暴創傷症候群受害

者在重整時期需面對的四項重要課題？ 突破社會障礙  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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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面對自己失去的東西 重建對他人的安全感  將此事件同

化至個人潛意識。 （99社工師Ⅱ） 

【族群議題】 
 依據Coll and Myer（1993）的觀點，下列所述少數族群家庭面臨

的生活情況，何者不正確？ 遭受歧視  生活水準尚可  

健康照護不足  經濟弱勢。  （99社工師Ⅰ） 

（B）

 小芳在3歲時隨父母移民到美國，當她小學畢業時，常會因為自

己的外表膚色與同學不同而感到困惑，她所面臨的是何種認同問

題？ 性別認同  身體形象  角色認同  族群認同。  
 （101社工師Ⅰ） 

（D）

 有關「壓迫」（oppression）的敘述中，下列何者錯誤？ 壓迫

通常具有結構性，它往往是社會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後果 種族

主義、父權主義、性別主義都是屬於支持壓迫的意識形態 壓

迫往往基於刻板印象，它是一種主觀的意識形態 底層階級

（underclass）的形成，往往與壓迫密切相關。 （101社工師Ⅱ） 

（C）

【性別議題】 
 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男同性戀的人性別認同是女人  同性

戀的人是因為成長過程缺乏與異性互動的經驗 男同性戀的性

取向偏向男人 同性戀傾向通常發生在成年前期階段。  
 （99社工師Ⅱ） 

（C）

 下列那個敘述不正確？ 跨文化觀點認為每個人的性別角色發

展是相似的 女性科學家自覺受 到性別歧視 男性會受到性

別刻板印象的負面影響 性別在性些能力表現是有差異的。  
 （99社工師Ⅱ） 

（A）

 有關性別主流化研究（Gender Mainstreaming Studies）的觀察，下

列何者錯誤？ 性別主流化研究是讓邊緣/弱勢群體具有發聲的

正當性與合法性，而非受到主流的壓迫而成為看不見的一群 

挑戰男性霸權文化建構的知識，具有批判性 跨越所有人文

與社會學門，具有包容性與延展性，不僅對各學科發生本質上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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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更透過此整合各學科之間的相關性 性別主流化研究的

起源與婦女運動息息相關，因此僅以改變女性主體性發展觀念為

目標，並不涉及改善深層制度與結構的社會實踐行動。 
 （101社工師Ⅱ） 

 

二、申論題型 
 
 
 
有關【性別主義】題型：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sex-role stereotypes）。 （97社工師） 
每逢選舉期間婦女福利政策就成為熱門的議題，試從性別主義

（sexism）的觀點出發，說明目前台灣地區對婦女不公平的待遇或行
為。又試研提保障婦女權益的政策性建議。 （87社工師） 

性別角色期待及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女性生涯選擇的影響如何？如何

協助工作母親去建立其親職理念？發展其正向的親子關係？國家應發

展那些「友善女性」的職場措施來協助雙職家庭？ （90社工師） 

女性可否在軍中擔任戰鬥機飛行員？或男性可否在醫院擔任護理工

作？為什麼可以？為什麼不可以？請以性別角色或社會結構觀點討論

之。 （89社工師檢覈考Ⅱ） 
 

答：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係指以概括之特徵來標記男女，並有些共同的

假定與期望，甚至在訊息來源不足或不當的情形下，便做出先入為

主的判斷，卻未必符合事實，具有過度類化之傾向。如「男主外女

主內」之性別分工。 
台灣地區對婦女不公平的待遇或行為： 

 貧窮女性化一直是社會福利政策性別不公平的具體現象之一，

女性由於長期扮演家庭照顧者的角色，使得女性一直欠缺社會

保險的職業身分，而無法享有應有的經濟安全與福利服務，因

此，未來國民年金制的開辦，將可保障老年女性最基本的經濟

保障。然而，國民年金老年給付過低，是否能確實保障老年婦

女之經濟安全，頗令人擔憂。 

試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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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婦女保護方面，雖陸續通過性侵害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

法等，顯示政府對於婦女人身安全的重視，然政策的美意在執

行上卻因人力配置不足，而失去立法之宗旨，使得婦女人身安

全保護有所不足。 
 至於女性就業保障方面，近日兩性工作平等草案雖已出現，但

仍未通過，顯見政府立法決心不足，其中官方反撫育假兒童照

顧假等規定，竟附帶企業人數的適用，至此，中小企業林立的

台灣，如何通過此法保障女性的就業公平權，頗令人質疑。因

此，應去除人數限制之規定，並嚴格執行就業歧視等規定。 
保障婦女權益的政策性建議： 

建立家庭照顧的社會責任： 
家庭照顧責任移轉是否成功，有賴政府是否提供完整的家庭

照顧福利政策及多樣化的福利服務方案，來彌補因女性角色

轉換所需要的家庭支持服務。 
政府應提供托嬰、托兒照顧、托兒津貼補助、低收入戶經濟

補助、單親家庭補助及醫療補助項目。 
政府必須採取積極的方式來輔助與訓練民營單位，以扶植民

間社會福利機構使之有足夠能力，來承擔家庭照顧的各項福

利政策。 
婦女緊急保護服務資源網絡的整合： 

由於婦女人身安全保護的福利服務大都是緊急庇護與安置服

務，須整合現有公私部門福利資源，因之，即該如何整合醫

療、警政、社政單位提供立即性的緊急庇護與保護安置服

務。 
婦女保護工作宜採社區型服務的理念： 

A. 受暴者與家庭必須同時受到保護與服務，即婦女保護服務

並不侷限於受暴婦女，應包括家庭支持。 
B.結合社工、警政、衛生、教育、就業、司法、醫療等方面

的整合服務。 
C.必須根植於本土，從本土婦女經驗發展出可行的服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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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並強調經由草根社會運動，喚起婦女平權意識，增加

受暴者的權利。 
強調兩性平權的婦女福利政策： 

婦女福利政策之制訂必須建立在兩性平權的基礎上，所以在

政策制訂過程，必須同時兼顧兩性觀點。 
建設兩性平權社會的根本解決之道，就是需要從教育著手，

對於課程內容與安排灌輸兩性平等的觀念，進而輔以兩性平

權的就業法規與公共空間設置，才能創造兩性平權的社會。 
性別角色期待與刻板印象對女性生涯選擇影響：主要在於女性性

別角色期待是「女主內」，即扮演家庭照顧者之角色，又性別角

色刻板印象則認為女性應是溫柔、附屬於男性。因此，對女性生

涯選擇就會偏向附屬性質的工作，如秘書、或有照顧性質的工

作，如護士、甚至於選擇兼職工作以符合照顧子女之需求。 
協助工作母親建立親職理念，發展其正向的親子關係： 

自我認同層面：增強工作女性對自我概念的認同與模塑。 
 鼓勵配偶參與親職教養工作：由夫妻雙方共同分攤子女教養

責任。 
 發展雙薪家庭的親職教育課程：透過社會教育中心或宣導的方

式，親職教育應由雙方共同討論與執行。 
國家可發展以下四項「友善女性」的職場措施來協助雙職家庭： 

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工作平等法雖已二度修改，刪除企

業人數之限制，但仍須積極推動。 
落實「同工同酬」：薪資結構或就業條件之調整並落實同工同

酬之制度。 
善設專屬職場之幼兒照顧場所，如幼稚園、安親班。 
去除歧視已婚女性工作條款以保障女性的工作權。 

性別角色觀點：係指社會對於男女的期望行為或理想化一般化男

女行為的標準。男人和女人被期待經歷不同性別角色社會化，自

然對於其生活或事業有不同的期待。社會化的結果使得女人被限

制於家庭內，女人被迫結婚生子，並扮演家庭主婦與好家家、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