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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民年金法有關保險費負擔比例，被保險人為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領有證明者，下列何者負擔比例是錯誤

的？ 

輕度身心障礙者負擔百分之四十五，中央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二十七點五，直轄市主管機關或縣（市）主

管機關負擔百分之二十七點五 

中度身心障礙者負擔百分之三十，中央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七十 

極重度及重度身心障礙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負擔 

極重度及重度身心障礙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百分之八十 

2 國民年金法第 40 條及第 41 條規定領取身心障礙或老年年金給付者死亡時，其遺屬得請領遺屬年金給付。受

領遺屬年金給付之順序何者正確？ 

①父母②配偶及子女③祖父母④孫子女⑤兄弟、姊妹 

①配偶及子女②父母③兄弟、姊妹④祖父母⑤孫子女 

①父母②配偶及子女③兄弟、姊妹④祖父母⑤孫子女 

①配偶及子女②父母③祖父母④孫子女⑤兄弟、姊妹 

3 老人福利法中有關老人經濟安全保障方面，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未接受收容安置者，得申請發給生活津貼 

領取生活津貼及特別照顧津貼之權利，不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 

採生活津貼、特別照顧津貼、年金保險制度方式，逐步規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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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會救助法中規定生活扶助，可視低收入戶成員若屬三種特定情形，主管機關得依其原領取現金給付之金額

增加補助。這三種情形不包括下列那一項？ 

年滿六十五歲  懷胎滿三個月 

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 未滿十二歲 

5 社會救助法第 4 條，低收入戶所稱最低生活費，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參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

近一年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數百分之多少定之？ 

50 60 70 75 

6 勞工保險條例於民國 97 年修正條文中有關職業災害保險，至少增加三個給付失能補償的給付機會，下列何

者錯誤？ 

增加職業災害醫療給付  職業傷病失能補償 

職業災害死亡補償  失業給付延長 

7 當社會立法的過程中，「朗讀議案、宣讀審查報告、說明或質疑；逐條進行實質討論，仔細檢查及修正」是

屬於那一個立法之程序？ 

一讀 二讀 三讀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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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府機關、國會議員或人民透過請願都有權針對公共問題的解決計畫，提出法律規劃案，再經立法機關完成

立法程序，以便付諸執行，是屬於社會政策過程那一個階段？ 
政策合法化階段 政策執行階段 政策問題形成階段 政策評估階段 

9 1886 年調查倫敦工人生活，發現有 1/3 的人在貧窮線上掙扎而提出「貧窮界限」理論，是下列那一位？ 
布斯（C. Booth）  龍垂（B. S. Rowntree） 
奧文（H. Owen）  查理二世（Charles II） 

10 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險的關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社會救助對象是一般貧困國民；社會保險以勞動者為中心 
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險的給付期間都有期限 
社會救助的功能是貧困前後的救濟；社會保險是為預防生活破壞而貧困 
社會救助的費用是不用繳費的；社會保險是需繳納保險費 

11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中符合第 4 條規定，而可申請傷病醫療補助者，以本人及六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子女

或孫子女為例，補助之標準為其自行負擔醫療費用超過新臺幣三萬元之部分，最高補助百分之幾？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六十 百分之七十 

12 王太太開車帶著三歲的女兒小華出門辦事，臨停路邊下車購物，將小華獨自留在車上，不幸車子連小孩被竊。

請問王太太必須接受的處置，下列何者正確？ 
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須接受八小時以上五十小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須接受十小時以上六十小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 

13 社會保險以參加身分資格而言，對勞動者、受僱者的一種保險，此保險也包括失業及災害等之保險，屬於下

列那一種？ 
職業保險 地域保險 國民保險 勞工保險 

14 就社會政策與立法的相關議題而言，社會政策與立法運行的基本邏輯是： 
政策—行政—問題—立法 政策—立法—問題—行政 
問題—政策—立法—行政 問題—行政—政策—立法 

15 建立以家庭為核心的兒童福利政策，其宣示性意義似大於實踐性作為，不如明確制定育嬰假及陪產假的政策，

使嬰幼兒能留在原生家庭受父母親的保育，這屬於那一種社會政策的制定原則？ 
最終受益是個人的原則  最弱勢者受益最大的原則 
國民自主原則  廣泛分配原則 

16 就理論概念而言，社會政策決策模式可分為：理性行為模式、組織過程模式、龐大科層制模式，我國社會政

策制度的模式有下列那一種趨勢？ 
從理性行為模式轉變到組織過程模式 從理性行為模式轉變到龐大科層制模式 
從組織過程模式轉變到龐大科層制模式 從組織過程模式轉變到理性行為模式 

17 為反映社會變遷需求，總統令修正公布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確立了當前我國社會福利之基本國策 界定了社會福利相關範疇及工作重點 
條文中社會福利之相關規定計有七項 公布於民國 85 年 

18 社會安全體系的第一道防線是指下列那一項？ 
社會津貼 社會救助 社會保險 社會福利 

19 民國 98 年由立法院審議通過，並由總統簽署的兩項聯合國人權公約，分別是「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

和： 
兒童權利公約  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 
消除一切形式種族歧視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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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下列何者不是民國 100 年社會福利政策綱領之願景內涵？ 

公平 和諧 包容 正義 

21 1884 年費邊社（Fabian Society）組織成立於那一個國家？ 

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22 我國於民國 61 年受美國「向貧窮作戰」（War on Poverty）政策影響，於臺灣省推行： 

小康計畫 安康計畫 均富計畫 安貧計畫 

23 下列何者不是「貝佛里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要對抗的五害之一？ 

懶 病 髒 傷 

24 所謂「非正式福利」主要是強調由何部門提供福利？ 

政府 企業 家庭 志願 

25 馬克斯主義者視「福利國家」的主要功能為： 

社會控制 社會整合 社會包容 社會衝突 

26 下列何者不是社會政策「第三條路」觀點的主張？ 

積極式福利 社會投資國家 混合式經濟 權利精神 

27 由被認可的利益團體共同參與及協商制訂社會政策，此為何種政策形成觀點？ 

多元論 統合論 菁英論 國家中心論 

28 幼兒教育券是何種福利給付類型？ 

現金給付 實物給付 抵用券 交換券 

29 社會安全的主要目的係在提供國民： 

所得保障 人身安全 生活尊嚴 就業安全 

30 社會保險的強制參加原則主要是在避免： 

道德風險 逆選擇 風險分擔 精算風險 

31 社會保險所給付金額與被保險人原薪資金額之間的比率稱之為： 

所得替代率 給付水準率 給付替代率 所得轉換率 

32 Seebohm Rowntree 將家庭因所得運用不當而致貧的類型稱之為： 

初級貧窮 次級貧窮 相對剝奪 能力貧窮 

33 臺北市為協助低收入戶脫貧所提出的「家庭發展帳戶」專案，主要是依據何觀點？ 

社會資本 資產累積 工作福利 人力資本 

34 下列何種社會福利模式也被稱為「侍女模式」（handmaiden model）？ 

殘補福利模式 工業表現成就模式 制度再分配模式 俾斯麥模式 

35 依據民國 101 年 12 月新修正的勞工保險條例，領取保險給付的請求權，自得請領之日起，因幾年間不行使

而消滅？ 

2 年 3 年 4 年 5 年 

36 勞工保險中何項保險的保險費率有實績費率的規定？ 

年金保險 職災保險 失能保險 遺屬保險 

37 就業保險法中規定失業給付自向公立就業服務機構辦理求職登記之第幾日起算？ 

3 日 7 日 15 日 21 日 

38 就業保險法中規定領取失業給付者，應於辦理失業再認定時，至少提供幾次以上的求職紀錄？ 

1 次 2 次 3 次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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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依據國民年金法規定，身心障礙基本保證年金現今為每人每月： 

3,500 元 4,000 元 4,500 元 4,700 元 

40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參加職業工會者」為第幾類被保險人？ 

第一類 第二類 第三類 第四類 

41 家庭暴力防治法第 48 條中，警察人員處理家庭暴力案件，必要時應採取方法保護被害人及防止家庭暴力之

發生，下列何者錯誤？ 

保護被害人及其子女至庇護所或醫療機構 

於法院核發緊急保護令前，在被害人住居所守護或採取其他保護被害人或其家庭成員之必要安全措施 

通知主管機關並等待 

告知被害人其得行使之權利、救濟途徑及服務措施 

42 公教人員保險的主管機關為： 

教育部 考選部 銓敘部 內政部 

43 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退休一次養老給付最高以幾個月為限？ 

30 個月 36 個月 40 個月 45 個月 

44 關於農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由被保險人負擔 20%，政府補助 80% 由被保險人負擔 30%，政府補助 70% 

由被保險人負擔 40%，政府補助 60% 由被保險人負擔 50%，政府補助 50% 

45 依據社會救助法規定，關於家庭應計算人口範圍，除申請人外，不包含那些人？ 

配偶  一親等之直系血親 

同一戶籍且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親 認列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 

46 中低收入戶參加全民健康保險應自付之保險費，由中央主管機關補助多少？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全部由政府補助 

47 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僱用受僱者達幾人以上的雇主，應設置托兒設施或提供適當之托兒措施？ 

100 人 150 人 200 人 250 人 

48 民國 101 年 12 月新修正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何屬性的風景區、康樂場所或文教設施，憑身心障礙

證明應予免費？ 

公營或公設民營 非營私組織 民營 宗教組織 

49 依據老人福利法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老人搭乘國內公、民營水、陸、空大眾運輸工具應予以半價優待 

老人進入康樂場所及參觀文教設施，應予以半價優待 

老人參觀文教設施為中央機關（構）、行政法人經營者，平日應予免費 

老人參觀文教設施為中央機關（構）、行政法人經營者，應予免費 

50 依據社會救助法規定，關於生活扶助，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主管機關應自受理申請之日起五日內派員調查 

申請生活扶助經核准者，溯自提出申請之當月生效 

生活扶助以現金給付為原則 

主管機關得對低收入戶成員增加現金給付金額補助，但最高不得逾百分之四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