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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社會安全的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其以所得維持與替代的方式，保障人們生活水準

其中以社會保險的措施，扶助貧窮線以下的生活

其中的社會津貼是可鼓勵人們儲蓄與工作

其中的社會救助屬制度再分配模式

2 針對社會津貼、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社會保險和社會津貼是以繳費方式來支付

社會津貼和社會救助是以政府的稅收來支付

社會津貼和社會救助是以資產調查的低收入人口為對象

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都是有雇主負擔支出的福利

3 針對長照 2.0 的規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以在地老化為原則的規劃 強調社區整體資源的整合

為居家、社區到機構式的連續性服務 整合全民健康保險的發展目標

4 關於長照 2.0 ABC 級服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點指的是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B 點指的是巷弄照顧站

 C 點指的是複合型日間服務中心  A 點提供社會參與和健康促進的服務

5 關於馬歇爾（Marshall）公民權利的發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政治權先於公民權發展，二者之後才有社會權的發展

公民權先於政治權的發展，二者之後才有社會權的發展

社會權先於公民權的發展，二者之後才有政治權

社會權先於政治權的發展，二者之後才有公民權

6 第三條路的社會政策思想，下列何者正確？

是完全自由放任主義的思想 鼓勵國家給予直接的經濟補助

主張多元化的福利措施 主張回到市場放棄國家干預的策略

7 在社會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下列決策模式何者正確？

政策決定的過程有非常多的因素，在這個複雜的過程產生的是一系列的協調，此稱為理性決策模式

在政策制定過程必須針對社會問題和可解決方案，制定最佳的政策，此稱為漸進主義的決策模式

政策有時涉入群體的利益衝突，把制定過程聚焦在政治與經濟過程的相互影響，此稱為政治途徑或衝

突理論的決策模式

政策是讓各個群體可以妥協或利益均衡，此稱為理性決定模式

8 目前社會政策的執行結合了各個部門的合作，對於這個現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社會政策的執行除了政府，非營利組織與企業單位也提供福利服務，稱之為福利混合經濟

在各部門合作中，過去強調「由下而上」的政策執行，轉為「由上而下」

在各部門的合作中，希望由非營利組織來替代政府部門，促使政府退出社會福利

福利多元主義強調由市場來進行福利服務的供給，才能提供給服務使用者更公平合理的服務

9 在 1980 年代政府改造思潮之下，造成許多的變革方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政府應該擴大直接服務的供給範圍，在社會平等的理念下，提供福利措施

應推行私有化，來解決政府過度科層化與僵化的問題

應把決策權由中央下放至地方，增加基層的參與感

即使在政府改造思潮之下，對福利措施之推行，政府仍需提供財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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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關於社會救助政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社會救助是針對社會保險的不足，保障國民基本所得的措施

社會救助是針對貧窮家庭以保險的方式來辦理

社會救助是運用企業的捐助，來補助貧窮家庭的津貼

社會救助容易產生職業間的不平等現象
11 針對社會保險措施的目的，下列何者錯誤？

可以減緩貧窮的狀況 可以促成社會的團結
可以達到所得的重分配 可以達成資產累積

12 社會排除概念所帶來的思考方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社會排除的概念可以多面向了解剝奪的狀況，讓人發現各種加深排除的因素
社會排除的概念可以了解各種社會投資的狀況，促成積極的福利
社會排除的概念可以從所得的面向來解決貧窮問題
社會排除的概念是以推動積極的勞動市場，來解決貧窮問題

13 行政院在 2021 年核定的「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第二期」（社安網 2.0），所強調的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以社區為中心，以照顧為基礎 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
以家庭為中心，以保護為基礎 以社區為中心，以家庭為基礎

14 根據 Gosta Esping-Andersen 的觀點，社會福利可能造成的階層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普及性的福利以及服務和給付可以提升到中產階級水準時，會造成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二元化
以資產調查為主要的福利，會造成職業間的不平等
以社會保險為主的福利，會維持社會地位的差異
以資產調查為主的福利，是以傳統家庭關係為基礎，造成家庭主婦被排除在外

15 針對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下列敘述何者對特殊境遇之界定錯誤？
因未婚生子獨自扶養 18 歲以下子女 獨自扶養 18 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的孫子女
未婚懷孕四個月的婦女 照顧 12 歲以下子女致不能工作者

16 根據社會救助法，社會救助的項目，不包含下列那一個項目？
醫療補助 急難救助 災害救助 就業媒合

17 老人照顧服務的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日間照顧屬於居家式的服務 家務服務屬於社區式的服務
住宿服務屬於機構式的服務 家庭托顧屬於居家式的服務

18 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若遇應保護措施，各相關人員通報時間下列何者正確？
至遲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至遲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

19 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對兒童及少年進行保護安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三個月
安置期間應接受訊問，但需社工陪同
安置三個月後，評估其家庭功能不全者，應提出長期輔導計畫
列為保護個案者，應三個月內提出家庭處遇計畫

20 根據老人福利法，關於老人經濟安全之保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老人經濟安全保障，採生活津貼、特別照顧津貼、年金保險制度方式
中低收入老人接受收容安置者，得申請發給生活津貼
領有生活津貼，且其失能程度經評估為重度以上，實際由家人照顧者，可申請發給特別照顧津貼
為保護老人之財產安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鼓勵其將財產交付信託

21 根據老人福利法，對老人負扶養義務而對老人不當行為，將處以罰鍰。下列那項行為不包含在內？
留置失能老人獨處 棄置老人於機構
有扶養義務而對老人遺棄 移轉老人財產

22 針對家庭暴力防治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所謂家庭成員不包含過去同居過的男友
處遇計畫只針對家庭受暴者，而非加害人
家庭暴力不只限於身體和精神，也包含經濟上的不法侵害行為
家庭成員包含五等親以內之旁系血親

23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對學校防治家暴課程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指國民中學以下學校，應安排有二小時以上之家庭暴力防治課程
指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應安排有四小時以上之家庭暴力防治課程
指高等教育之學校，應安排有六小時以上之家庭暴力防治課程
指初等教育之學校，應安排有四小時以上之家庭暴力防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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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對於以資產累積的脫貧措施解決兒少貧窮問題的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是以培力和充權的方法做為脫貧策略

是用能力建構方式來培養自給自足的能力

例如兒少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可做為具體方法

強調多元連續性的社區整合服務

25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該法運用的資格認定方式是以全人觀點來看障礙者的生活

該法的資格認定方式，是將障礙視為人與環境互動下的產物

該法運用 ICF 的資格認定，強調障礙者身體構造和功能的個人化服務

該法的資格認定，需要跨專業的合作評估，其中包含社會工作和特殊教育等專業

26 針對社會救助法無工作能力的計算，不包括下列那一個身分以致不能工作者？

身心障礙者 因照顧障礙之家庭照顧者

25 歲以下就讀正規學制之學生 獨自扶養 65 歲以上直系血親尊親屬

27 社會政策受到福利意識形態的影響，請問下列的敘述何者正確？

社會民主觀點認為社會福利可以促進利他精神與社會的整合

海耶克（Hayek）的主張，讓社會民主觀點更朝向社會主義模式

社會民主觀點與第三條路都是主張經濟成長應優先於社會安定

第三條路是在雷根主義下提出的

28 Ian Gough 從較為積極的觀點將需求分為「基本需求」（basic needs）與「中介需求」（intermediate needs）。

請問下列那一項不是中介需求？

適當且可提供保護的住宅 適當的生活照顧

滿足個體物質的期待 基礎教育

29 社會政策受到綠色主義（Greenism）提出相關的福利政策，請問下列那一項為綠色主義影響的社會政策？

在環境成本與經濟成本的考量下，應以經濟為優先主導社會政策的規劃

貧窮國家應該向富裕國家學習消費觀

政府應該主導所有與環境相關的社會政策，民間團體應居於次要的角色

在環境重要性的考量下，結合民間力量、鼓勵公民參與

30 有關社會政策的論述有不同的理論觀點，認為「決策制定是處於各種利益相互競逐下，最直接的方式是

透過選民影響議會或者官僚的決策過程」，請問是那一個理論觀點？

菁英論 多元論 國家中心論 統合論

31 有關社會政策執行的論述，下列何者錯誤？

公部門透過政策規劃，通過法令規章，以作為後續福利執行或者服務提供的依據

在社會政策執行時，十分重視公私協力，以落實服務

透過志願服務所提供福利服務，可依志工的自己意願執行，不需要受到相關法令的規範

非正式部門，也是提供福利服務的方法之一

32 下列有關「社區主義模式」（communitarian model）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社區居民在資本市場依其需求購買托育服務

由公部門統籌，提供公共托育的服務

透過安養機構提供長者的照顧服務

非營利組織依在地需求，針對在地不利處境家庭內的兒少提供照顧服務

33 下列措施何項不屬於脫貧的服務？

著重工作福利與人力資本的服務 結合金融機構推展微型貸款

運用發展帳戶促成低所得家庭資產累積的能力 強化全民健保，保障國民健康

34 請問在全民健康保險規範下所提供的全民醫療保障，是屬於下列那一個福利類型？

現金給付福利 保護性立法 選擇性的福利 普及性的福利

35 在身心障礙服務中，介於日間照顧服務與庇護性就業之間的服務模式，讓能力不足以進入庇護性就業，

但也不願意接受機構式服務的障礙者，有更多元服務模式的選擇機會，我們稱之為下列那一種服務模式？

就業轉銜 支持性就業 日間小型作業所 過渡性就業

36 針對家庭暴力防治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護令的期效為二年以下 目睹家暴的兒少有列入保護

加害人處遇計畫中包含親職教育輔導 社工人員陪同偵訊在場時，不得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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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老年議題中，我們提倡老人從事任何生產財貨或無酬的活動，增進社會的貢獻，請問是指下列那一項？

健康老化 生產性老化 活力老化 在地老化

38 當颱風來臨時，勸導居住在低漥地區或者面臨潛在風險的區域，搬到安全的區域，是屬於災害管理的那

一個階段？

減災階段 整備階段 救援階段 重建階段

39 「兒童若具有主見能力，應能對影響其本人的一切事務自由表達意見，對其意見應按兒童的年齡和成熟

程度給予適當的看待」，請問以上所陳述的是《兒童權利公約》的那一項原則？

禁止差別待遇 兒童最佳利益 生存與發展權 意見表達及參與權

40 依據「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8 條第 1 項規定，「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

供者及電信事業知悉或透過網路內容防護機構、其他機關、主管機關而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疑情事，應

先行移除該資訊，並通知警察機關且保留相關資料至少幾天，提供司法及警察機關調查」。

180 天 90 天 30 天 無限期

41 下列那一項不是政府透過社會政策影響人民福利的方式？

直接制定政策以提升人民福祉 直接提供投資管道

透過財稅制度提供符合資格者稅務減免 透過勞動市場制定促進就業政策

42 依據「老人福利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應邀集老人代表、老人福利相關學者或專家、民間相

關機構、團體代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參與整合、諮詢、協調與推動老人權益及福利相關事宜；

其中老人代表、老人福利相關學者或專家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且老人代表

不得少於多少？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

43 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

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稱之為何種行為？

跟蹤騷擾行為 家庭暴力的行為 親密關係的行為 互相協助的行為

44 投保國民年金的被保險人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者，在縣（市），中央主管機關和縣（市）主

管機關各負擔多少比例的保險費？

中央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十五，縣（市）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八十五

中央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二十五，縣（市）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七十五

中央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三十五，縣（市）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六十五

中央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四十五，縣（市）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五十五

45 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並符合資格者亦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下列那一項不能參加全民健

康保險？

在臺居留滿六個月 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

逃逸外籍勞動者 在臺灣地區出生之新生嬰兒

46 有關性別主流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性別主流化的議題主要是針對女性，因此男性及跨性別的議題不在性別主流化的討論之列

性別主流化的實踐需要一種支持性的組織文化和價值

建立以性別為基礎的分析資料，是實踐性別主流化的基礎工程

性別主流化是要將性別觀點帶入各種公共事務之中

47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為促進原住民族部落健全自主發展，部落應設部落會議。部落經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核定者，稱為什麼？

人民團體 部落組織 公法人 財團法人

48 下列針對志願服務的敘述，何者錯誤？

志願服務包括單純、偶發，基於家庭或友誼原因而執行之志願服務計畫

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力、經驗、技術、時間等

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稱之為志願服務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必要時，並得補助交通、誤餐及特殊保險等經費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依照志工之工作性質與特點，確保志工在符合安全及衛生之適當環境下進行服務

49 下列那一項不是「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第二期（110-114 年）」所提出來的執行策略？

建構活力老化的服務網絡 優化保護服務輸送，提升風險管控

強化社會網絡資源布建，拓展公私協力服務 擴充家庭服務資源，提供可近性服務

50 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安置期間期滿之兒童及少年，下列針對追蹤輔導之敘述何者正確？

未有追蹤輔導年限之規定 應追蹤輔導至少一年

應追蹤輔導至少六個月 應追蹤輔導至少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