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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請說明「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的意涵，並申論

這樣的制度對原有的社會政策可能帶來的影響。（25 分）

二、請說明政府推動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的理由，並請申論目前

執行的情況與改進之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105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4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社會政策的內容，常因分析取向的不同，而倚重倚輕。其中伊爾斯肯（Erskine）提出的四個分析
取向，不包括下列何者？
社會議題 社會問題 社會分工 社會群體

2 有關公民權利（citizenship）的討論，透納（Turner）認為馬歇爾（Marshall）的論述忽略了勞工應
享有之工作條件、工資及利潤分配，此為何種權利？
公民權（civil right） 政治權（political right）
社會權（social right） 經濟權（economic right）

3 綠色主義（Greenism）的取向，可分為溫和的綠色主義與強硬的綠色主義，下列何者不屬於溫和
的綠色主義？
鼓勵公家機關採購陶瓷製品，減少紙杯使用量
倡導採用稅務政策、支持有利環境保護的工業
鼓勵政府推行使用環境保護之物品
應該採取嚴格的措施限制人口成長，避免剝削地球其他物種的生存權

4 有關「專業主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在需求複雜的領域，服務輸送奠定在運用專業判斷的基礎上
專業人員相對於服務使用者，是屬於有權力的一方
權力正當性來自於專業人員所擁有的專家知識
專業自主權只依賴國家權威的保障

5 有關普及式福利與選擇式福利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普及式福利有高涵蓋性 選擇式福利行政成本較低
普及式福利可促進社會整合 選擇式福利較針對真正需求者

6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影響全球身心障礙者之權利保障，其八大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尊重他人，尊重他人自己做的決定 充分融入社會
機會均等 尊重老人，保障身心障礙老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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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89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兒童權利公約（CRC），對各締約國具有法令的約束力，對於該公約的內
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櫫之權利，確保其管轄範圍內的每一兒童均享有此等權利
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之作為，均應
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實現本公約所確認之各項權利
締約國承認兒童有與生俱來之生活權，並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的生存與發展

8 有關福利國家的萌芽與成長的理論觀點中，下列何者屬於工業主義觀點？
政治與經濟存在資本累積與合法性關係，社會福利成為不得不選擇
受到馬克思主義階級衝突與權力分配分析之影響
著重於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將福利國家制度擴散到發展中國家
回應現代化過程產生社會變遷的驅力所形成，以因應社會功能性的需求

9 有關社會福利組織的型態與服務提供，下列何者錯誤？
公部門以政策及服務方案規劃為主，並執行公權力
財團法人以基金為核心，以自有財源進行福利活動，近年也接受政府委託
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性質相同，但社團法人因無基金，不需向主管機關登記法人地位
營利組織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將所提供的專業活動視為一種服務商品而收取費用

10 對於社會政策過程具有影響的統合論（corporatism），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統合論是多元論與菁英論的綜合
統合論認為權力並非集中在某些菁英，亦非有效分配給大眾，而是由影響力被認可的利益團體
參與決策制定
統合論分為國家統合論與社會統合論
國家統合論重視弱勢團體的需求

11 對於民國 100 年社會福利政策綱領特別揭示其內容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而此兩公約也依規定訂有施行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
害，並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
政府應依兩公約規定建立人權報告制度
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合兩公約規定者，應
於兩公約施行法施行後 3 年內完成法令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12 有關福利多元主義的涵義，下列何者錯誤？
 Norman Johnson 為系統性討論福利多元主義的重要學者之一
福利多元主義的思想理論，包括去中心化、決策參與及反科層等價值主題
就服務輸送與提供，政府不應為唯一來源
商業部門的福利並不屬於福利多元主義所提供的福利供給單位

13 有關 Esping-Andersen 福利國家體制之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自由主義運作原則為選擇性，社會民主體制為普及性
自由主義給付結構為比例制，社會民主體制為資產調查
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體制最大的區別在「去商品化」效果
自由主義之目的在於紓解貧窮，社會民主在於再分配與均富

14 有關「福利科層」特色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是一個照章行事的組織體系 福利服務的輸送受各種規章條例的管制
對福利國家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創造出福利民營化的思維

15 有關「新公共管理」特色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強調專業的裁量權，看重專業人員的能力
強調行政組織的效率、彈性及解除管制等理念
強調福利主義指導下的標準作業流程與規定
強調政策的輸入面，看重自上而下的執行過程

16 關於「責信（accountability）」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是指一套價值與制度，涉及公共服務與服務使用者之間的關係
在 1970 年代以前的福利國家擴張時期，責信強調專業自律
在 1980 與 1990 年代，責信的形式強調績效考核
 1990 年代之後的責信強調透過使用者參與策略，回歸傳統代議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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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於「網絡式治理」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此治理模式帶動了福利購買者與福利供給者的分離原則
其責信是經由網絡中各行動者之間的影響和相互關係而運作
此模式強調跨傳統行業及組織界線工作以達到政策結果
使模式受質疑之處在於網絡關係複雜造成透明度不足，以致很難讓行動者負責

18 有關社會保險保費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社會保險保費通常與給付成固定比例 社會保險保費不一定與給付成比例
社會保險保費通常與稅收成固定比例 社會保險保費通常與所得不成比例

19 臺灣的就業安定基金也是辦理相關就業促進的重要財源之一，有關其用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辦理加強實施職業訓練及就業資訊等事項 辦理失業輔助及失業保險規劃事項
辦理外國人聘僱管理事項 提供家庭暴力受害者訴訟之法律服務

20 有關社會救助給付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個人為救助單位原則 需經過資產調查原則
財源來自公益彩券原則 只提供現金給付

21 依老人福利法第 21 條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舉辦老人健康檢查及保健服務，並依健康檢查結果及老人意
願，提供追蹤服務，該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地方主管機關應定期舉辦老人健康檢查與衛生服務，並依健康鑑定，進行醫療處置，該準則由
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機關應定期舉辦老人健康檢查及保健服務，並依健康檢查結果及獲家屬之同意，
提供追蹤服務，該準則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舉辦老人健康檢查及保健服務，並依健康檢查及醫囑，進行大數據分析，
該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2 依老人福利法第 19 條規定，為滿足老人居住機構之需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主管機關應輔導老人機構提供以家屬為中心的服務
機構式服務應以結合家庭及社區生活為原則
社交活動服務、家屬教育服務為機構服務之內容
機構式服務得支援居家式或社區式服務

23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主管機關應至少每幾年對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社會參
與、生活及需求現況進行調查、統計及分析並公布結果？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24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兒童及少年因家庭發生重
大變故，致無法正常生活於其家庭者，得提供寄養服務。因受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提供兒童及少
年必要服務所需之生活費、衛生保健費、學雜費等，得向下列何者收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寄養家庭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扶養義務人

25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主管機關應遴聘（派）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身心障礙
福利學者或專家、民意代表與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辦理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事項；其中遴聘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不得少於多
少比例？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26 身心障礙者係指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
會生活，經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依據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上述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之損傷或不全之規定，共計幾款？
 6 款  8 款  12 款  15 款

27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63 條之 1 規定，被害人年滿幾歲，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
侶施以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情事者，可準用相關規定申請保護令？
 15  16  17  18

28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居家式托育服務，所
謂居家式托育服務，指兒童由其幾親等內親屬以外人員，於居家環境中提供收費之托育服務？
一親等 二親等 三親等 四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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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依社會救助法第 5 條之 1 規定，有關家庭總收入中工作收入之計算，下列何者錯誤？
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依基本工資核算
未列入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者，依製造業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核算
參加建教合作計畫所領取的職業技能訓練生活津貼者，不列入收入計算
參加政府主辦之全日職業訓練，其領取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列入收入計算

30 有關社會救助法相關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保育人員為社會救助業務的責任通報人
社會救助法所訂的救助項目，與其他社會福利法律性質相同者，依其他法律規定辦理
依社會救助法或其他法令所領取的救助金額的總額，不得超過當年政府公告的基本工資
提供不實的資料致領取救助者，主管機關應命其追還所領取的補助

31 依社會工作師法之規定，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因故未能繼續開業，其相關服務紀錄應交由承接者依
規定保存，如因負責社會工作師死亡或無承接者，該事務所全部服務紀錄應如何處理？
由該事務所保存 7 年以上才可自行銷毀 由該事務所保存至少 6 年才能自行銷毀
交由所在地主管機關保存 3 個月後銷毀 交由所在地主管機關保存 6 個月後銷毀

32 依據社會工作師法第 19 條之規定，社會工作師依法執行公權力職務，有受到身體或精神上不法
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那一個機關提供必要之協助？
衛生機關 警察機關
戶政機關 社會工作師公會和聯合會

33 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第 10 條規定，有關兒少性剝削被害人偵查或審理受詢問時，得陪
同在場者不包括下列何者？
學校班導師 三親等內旁系血親 社工人員 法定代理人

34 依據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有關特殊境遇家庭收入標準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 2.5 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1.5 倍
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 1.5 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1.5 倍
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 1.5 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1 倍
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 2.5 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2 倍

35 對於性別工作平等法的條文內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雇主與受僱者之約定優於本法者，從其約定
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
本法於雇主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招收之技術生及準用技術生規定者，除適用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
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之建教生外，亦適用之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時，並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36 依據志願服務法規定，關於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的職責，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其志工應發給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 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應指定專人負責志願服務之督導 每年應召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37 有關國民年金保險之保險給付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同一保險給付，不得因同一事故，重複請領
被保險人得申請減額保險給付
保險給付的請求權為 2 年
被保險人故意犯罪行為，致發生保險事故者，除未涉案之當序受益人外，不予保險給付

38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定，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照機構，應投保何種保險以確保機構服務使用者
之生命安全？
長期照顧醫療險 平安照護責任險 公共意外責任險 殘障扶助責任險

39 依據老人福利法第 18 條之規定，為提高家庭照顧老人之意願及能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提供機構式服務及提升老人在社區生活之黏著度
提供居家式服務及提升老人在社區生活之經濟性
提供團體家屋及提升老人在社區生活之依附性
提供社區式服務及提升老人在社區生活之自主性

40 依據公益勸募條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各級政府機關（構）辦理勸募應遵守開立收據、定期辦理公開徵信及依指定之用途使用等規定
政府機關（構）有上級機關者，應於年度終了後 2 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報上級機關備查
勸募團體基於公益目的，向會員或所屬人員募集財物，接受其主動捐贈或接受外界主動捐贈者，公
立學校應於年度終了後 2 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及收支決算函報許可其設立、立案或監督機關備查
其他勸募團體則是於年度終了後 6 個月內辦理備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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