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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申請低收入戶的居住設籍條件，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申請戶之戶內人口均應實際居住於戶籍所在地 
最近一年居住國內超過 183 天 
低收入戶申請人應由同一戶籍具行為能力之人代表之 
申請時設籍之期間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規定 

2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規定，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於履約期間應僱用原住民，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國內員工總人數逾 50 人者，僱用原住民人數不得低於總人數百分之一 
國內員工總人數逾 100 人者，僱用原住民人數不得低於總人數百分之一 
國內員工總人數逾 100 人者，僱用原住民人數不得低於總人數百分之二 
國內員工總人數逾 200 人者，僱用原住民人數不得低於總人數百分之三 

3 在進行案主（群）需求評估時，在同樣的背景條件下，分析服務對象所接受服務的差異，藉以了解其需求，

稱之為： 
規範性需求 比較性需求 差異性需求 感覺性需求 

4 在討論社會政策規劃時，關於「新右派」觀點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對福利國家高度懷疑   
雷根主義與柴契爾主義可為代表 
強調市場失靈   
海耶克（Hayek）與佛利得曼（Friedman）為重要精神導師 

5 有關全民健康保險財務精算的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保險人至少每 3 年精算一次，每次精算 20 年 保險人至少每 3 年精算一次，每次精算 25 年 
保險人至少每 5 年精算一次，每次精算 20 年 保險人至少每 5 年精算一次，每次精算 25 年 

6 依老人福利法規定，主管機關應邀集各方代表諮詢、協調與推動老人權益及福利相關事宜，其中老人代表至

少應有下列何族群或熟諳其族群文化之專家學者一人？ 
客家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閩南人 

7 依老人福利法規定，不符合請領資格而領取津貼者，其領得之津貼，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書面命

本人或其繼承人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幾日內繳還？ 
 30 日  40 日  50 日  60 日 

8 社會救助法規定，低收入戶成員有條件下主管機關得依其原領取現金給付之金額增加補助，下列條件那一個

是不符合的？ 
懷胎滿三個月  未滿十八歲在學  
領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 年滿六十五歲 

9 身心障礙者應於身心障礙證明效期屆滿前幾日內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辦理重新鑑定？ 
 15 日  30 日  60 日  90 日 

10 依兒童及少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規定，安置幾年以上之兒童及少年，經主管機關評估其家庭功能不全或無法

返家者，應提出長期輔導計畫？ 
 2 年  3 年  4 年  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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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列何者非公益勸募條例所稱的勸募團體？ 
政府機關 公立學校 行政法人 財團法人 

12 依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施行法，政府應依公約規定，建立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報告制度，每幾

年提出國家報告？ 
三年 四年 五年 六年 

13 關於社會救助的概念，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須經過資產調查 財源來自國家稅收 不具財富重分配意涵 保障國民生存權 

14 主管機關為促進低收入戶之社會參與及社會融入，得擬訂相關活動，提供低收入戶參與，此主要是回應何概

念？ 
社會排除 資產累積 福利依賴 工作福利 

15 下列何者非兒童及少年的支持性服務？ 
兒童少年諮商服務 兒童少年在宅服務 兒童少年休閒育樂 親職教育 

16 社會救助法規定新年度計算出的最低生活費數額較現行最低生活費變動達百分之幾以上時調整之？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 百分之六 

17 社會救助法中關於「中低收入戶」的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不超過最低生活費 1.5 倍 
家庭動產及不動產金額比照低收入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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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 
自民國 100 年 7 月 1 日施行 

18 國民年金被保險人對保險人所為之核定案件發生爭議事項時，應於收到核定通知文件之翌日起幾日內先申請

審議？ 
 15 日  30 日  60 日  90 日 

19 依國民年金法規定，國民年金保險費率的上限是百分之幾？ 
百分之九 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八 

20 依國民年金法規定，原住民請領老年基本保證年金之年齡為 55 歲，應逐步調高最低請領年齡至 65 歲，由中

央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每幾年檢討一次？ 
 3 年  4 年  5 年  6 年 

21 志願服務法中對於主管機關的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置專責人員辦理志願服務相關事宜 
每年至少應召開志願服務聯繫會報一次 
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三年舉辦志願服務調查研究，並出版統計報告 
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加強聯繫輔導並給予必要之協助 

22 社會工作師法有關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的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之設立，應由社會工作師填具申請書，並檢具相關文件及資料，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登記 
申請設立社會工作師事務所之社會工作師，須執行業務七年以上，並得有工作證明者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停業、歇業或其登記事項變更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十日內，報請原發開業執照機關

備查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之收費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 

23 為提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保障受服務者之權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對志工辦理教育訓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訓練課程為下列那一種？ 
職前訓練 基礎訓練 特殊訓練 養成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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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據兒童及少年福利機構設置標準，托嬰中心、早期療育機構及安置教養機構應具有收托或安置多少人以上

之規模？ 
五人 十人 二十人 三十人 

25 法院依審理之結果，認為該兒童或少年有從事性交易者，應裁定將其安置於中途學校施予特殊教育，下列敘

述何者正確？ 
安置於中途學校之兒童或少年如於接受特殊教育期間，年滿十八歲者，中途學校得繼續安置至三年期滿 
特殊教育實施逾二年，主管機關認為無繼續特殊教育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免除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實施逾二年，主管機關認為有繼續特殊教育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至滿二十歲為止 
法院應裁定將其安置於中途學校，施予三年之特殊教育 

26 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犯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之罪，或包庇他人犯本條例之罪者，依各該條

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多少？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27 特殊境遇婦女家庭扶助條例更名為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是在民國幾年？ 
 95 年  98 年  101 年  102 年 

28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中規定特殊境遇家庭扶助，不包括下列那一項？ 
死亡喪葬補助 子女教育補助 法律訴訟補助 創業貸款補助 

29 依據老人福利法，為協助失能之居家老人得到所需之連續性照顧，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行或結合

民間資源提供之居家式服務，不包括那一項？ 
醫護服務 復健服務 家務服務 團體服務 

30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有關保護令的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保護令之聲請，由被害人之住居所地、相對人之住居所地或家庭暴力發生地之法院管轄 
保護令除緊急保護令外，應於核發後十二小時內發送當事人、被害人、警察機關及直轄巿、縣（巿）主管

機關 
被害人為未成年人、身心障礙者或因故難以委任代理人者，其法定代理人、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得

為其向法院聲請之 
通常保護令之有效期間為一年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 

31 我國第一個由中央立法施行的社會津貼是下列那一種？ 
敬老福利生活津貼  原住民敬老福利生活津貼 
老年農民福利津貼  兒童津貼 

32 我國目前推動社會福利服務的主要政策依據為下列那一個政策？ 
四大社會政策綱領 現階段社會建設綱領 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 社會福利政策綱領 

33 為了保護兒童，在兒童及少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中規定幾歲以下的兒童不得使其獨處？ 
六歲 八歲 十歲 十二歲 

34 依據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規定，有關兒童少年安置與保護主要措施，下列何者錯誤？ 
設立關懷中心 設置收容中心 設置中途學校 設置寄養家庭 

35 社工人員當發現身心障礙者遭到遺棄時，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處理的程序，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應立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通報時間至遲不得超過 24 小時 
接受通報機關應於 24 小時內自行或委託其他機關、團體進行訪視、調查 
應於受理案件後五日內提出調查報告 

36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各級政府應至少每五年舉辦身心障礙者相關調查研究，不包括下列那一項？ 
生活狀況 保健醫療 特殊教育 人口普查 



 代號：3502
頁次：4－4

37 當身心障礙者對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有異議者，依規定可提出申請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應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提出申請 
以書面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提出申請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並以二次為限 
申請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應負擔百分之三十之相關作業費用 

38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轄區內身心障礙者人口特性及需求，推動或結

合民間資源設立身心障礙福利機構以提供服務，不包括下列那一項服務？ 
生活照顧 醫療保健 福利諮詢 生活重建 

39 有關國民年金法，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公布於民國 101 年 6 月 
國民年金保險之保險事故，分為老年、生育、疾病及死亡四種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保險事故時，分別給與老年年金給付、生育給付、身心障礙年金給付、喪葬

給付及遺屬年金給付 
本保險之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辦理，並為保險人 

40 國民年金法第 29 條規定被保險人或曾參加本保險者，於年滿幾歲時，得請領老年年金給付？ 
五十五歲 六十歲 六十五歲 七十歲 

41 雇主或自營業主係屬於全民健康保險第幾類被保險人？ 
第一類 第二類 第三類 第四類 

42 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被保險人眷屬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繳納，惟最多以幾口計？ 
二口 三口 四口 五口 

43 奠定我國專業化社會工作員制度的政策綱領為： 
戰後社會安全初步實施綱領（民國 34 年） 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民國 54 年） 
現階段社會建設綱領（民國 58 年） 社會福利政策綱領（民國 83 年） 

44 民國 100 年社會福利政策綱領中關於建構社會安全體系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社會保險為主，社會津貼為輔，社會救助為最後一道防線 
社會保險為主，社會救助為輔，社會津貼為最後一道防線 
社會救助為主，社會保險為輔，社會津貼為最後一道防線 
社會津貼為主，社會保險為輔，社會救助為最後一道防線 

45 倡導建立「社會投資國家」是下列何種意識型態的主張？ 
新自由主義 新右派 新凱恩斯主義 第三條路 

46 下列何者不是馬克斯主義學者對「福利國家」的正確論述？ 
福利國家是不具生產性的 
資本主義不能與福利國家並存，但它亦不能沒有福利國家 
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產生的剝削與不平等引起社會衝突 
資本累積與合法性是資本主義國家兩個基本但矛盾的功能 

47 提姆斯（Richard Titmuss）提出社會政策的三種模式，不包括下列何者？ 
殘補福利模式 工業表現成就模式 生產型福利模式 制度再分配模式 

48 「福利多元主義」所強調的是何者的多元？ 
給付對象 提供部門 給付型式 專業內涵 

49 關於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的比較，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社會保險強制投保，商業保險任意投保 
社會保險有核保手續，商業保險無核保手續 
社會保險市場競爭低，商業保險市場競爭高 
社會保險不需要完全提存基金準備，商業保險需要完全提存基金準備 

50 有關社會立法的法案須經總統公布，始能生效，請問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72 條規定總統應於收到後幾日公布？ 
十日內 三十日內 五日內 十五日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