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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不論每個人立足點及其原有能力的高低，主張人們應享有相同資源的說法，是下列那一種平等？ 
正式平等 非正式平等 機會平等 結果平等 

2 由學者專家進行界定的是下列那一種需求？ 
 感覺性需求 表達性需求 規範性需求 比較性需求 

3 國家只有在家庭和市場無法滿足人類需求時才暫時介入，屬於下列何種社會政策模型？ 
福利殘補型 工業成就型 制度式再分配型 社會發展型 

4 依據 Peter Taylor-Gooby 的說法，福利國家社會政策的制定，主要在那三種文化架構裡運作？①北歐社會 
民主模式  ②歐陸組合主義模式  ③東亞儒家主義模式  ④英美自由主義模式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5 根據社會政策學者 Howard Leichter 的說法，下列何種因素會影響到政策形成？①情境因素  ②結構因素 

③文化因素  ④心理因素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6 請依政策過程的發展階段，排出正確順序：①政策規劃  ②政策執行  ③政策合法化  ④政策問題形成 

⑤政策評估 
⑤①④③② ④①③②⑤ ①③②④⑤ ④③②①⑤ 

7 立法程序中所謂的「三讀」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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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立法機關中的程序委員會將提案排入議程 
宣讀標題，委員提案摘要說明，進行大體上的討論 
簡要討論，文字修正，全案交付表決，通過 

8 下列那種決策模型有助我們瞭解社會政策為什麼會產生大幅度的、結構性的改變？ 
理性模型 漸進模型 衝突模型 多元模型 

9 若從理論概念來說，並就決策情境的複雜度來分，社會政策決策模式大致可分為三種，但下列何者不屬之？ 
理性行為者模式 組織過程模式 龐大科層制模式 情緒感染模式 

10 下列那一項，不是我國 2004 年新修正社會福利政策綱領的內容？ 
社會保險與津貼 社會救助 生命歷程式的福利 社會住宅與社區營造 

11 影響社會政策制定的社會結構因素主要包括那些？①教育程度的改善  ②人口結構的變遷  ③家庭結構 
的改變  ④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設計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12 下列那一項不是老人福利法中老人經濟安全保障採行的方式？ 
生活津貼 特別照顧津貼 年金保險制度 臨時保障津貼 

13 關於我國社會立法過程，若依據立法院之立法程序規定，下列何者不屬於其步驟？ 
提案 審議與表決 召開公聽會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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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老人福利主管機關應至少每幾年舉辦一次老人生活狀況調查？ 
 2 年  3 年  4 年   5 年 

15 依憲法第 72 條規定，立法院法律案通過後，移送總統及行政院，總統應於收到後幾日內公布之？ 
 3 日  7 日  10 日  21 日 

16 關懷訪視、電話問安服務屬於下列何種老人照顧服務的方式？ 
 居家式 社區式 機構式 復健式 

17 有關社會立法與社會行政間的關係，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社會行政機關是法案的提案者 社會行政機關是法案的監督者 
社會行政機關是相關法規的執行者 社會立法的實施需有經費支援 

18 臺灣地區自那一年的 9 月開始 65 歲以上老年人口占總人口 7%以上，正式邁入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界定 
的「高齡化社會」？ 
 1983 年  1990 年  1993 年  2000 年 

19 有關強化社區照顧落實「在地老化」目標之敘述，下列何者不正確？ 
優先提供居家支持服務   
以全人照顧在地老化與單一化服務為規劃辦理原則 
充實居家式服務措施   
增訂社區式服務措施 

20 單獨將 6 歲以下兒童放在汽車之內，將處多少罰鍰？ 
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 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 
七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 九千元以上三萬五千元以下 

21 政府及公私立機構、團體在處理兒童及少年相關事務時，應秉持下列何種原則？ 
最佳比例原則 最佳利益原則 最佳組合原則 最佳服務原則 

22 學校老師一旦發現少年施用毒品時，至遲在幾小時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24 小時  36 小時  48 小時  72 小時 

23 現階段的社區照顧主要措施並不包括那一項？ 
老人保護 營養餐飲服務 屆齡退休研習活動 短期或臨時照顧 

24 下列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中促進工作平等措施的規定，何者正確？ 
女性受僱者因生理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理假 3 日，其請假日數併入病假計算 
受僱者任職滿 1 年後，於每一子女滿 3 歲前，得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期間至該子女滿 3 歲止，但不得 

逾 2 年 
受僱於僱用 10 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未滿 3 歲子女，得向雇主請求調整工作時間 
僱用受僱者 150 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置托兒設施或提供適當之托兒措施 

25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中所稱扶助，除包括緊急生活扶助、子女生活津貼、子女教育補助、傷病醫療 

補助、兒童托育津貼、法律訴訟補助外，還包含下列那一種？ 
離婚生活補助 再婚生活補助 工殤離職補助 創業貸款補助 

26 性騷擾事件被害人得於事件發生後幾年內，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1 年  2 年  3 年  4 年 

27 以下有關家庭暴力防治法中民事保護令的敘述，何者為非？ 
它可區分為通常保護令、暫時保護令及緊急保護令三種 
被害人有受家庭暴力之急迫危險者，為求慎重，相關人員之聲請，均應以書面為之 
通常保護令之有效期間為 1 年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 
外國法院關於家庭暴力之保護令，經聲請中華民國法院裁定承認後，得執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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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各級公立學校員工總人數在 34 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力之身心障礙者人數，不得低於員工總人數

百分之多少？ 
 1%  2%  3%  5% 

29 從 1989 年「兒童權利公約」的內容觀之，該公約針對兒童基本權利大致確立了四項基本原則，但下列那一

項原則不屬之？ 
無差別歧視原則 父母權利最大原則 生存與發展原則 表達意見及參與原則 

30 下列有關身心障礙福利機構的敘述，何者正確？ 
它可區分為住宿機構、日間服務機構、福利服務中心三種 
住宿機構服務人數在 30 人以上，200 人以下者，稱為小型機構 
提供長期、持續生活照顧、訓練與社會活動參與等相關服務，促進其身心功能發展及維護的機構稱之為

生活重建機構 
福利服務中心的服務方式可分為外展服務及社區服務二種 

31 下列那一項不在家庭暴力防治法所稱「加害人處遇計畫」的定義之中？ 
精神治療 就業輔導 認知教育輔導 戒癮治療 

32 「測度女性社經地位之綜合性指標，包含國會議員比率、專門與技術人員比率、管理與經理人員比率、按

購買力平價計算之平均每人 GDP 四項」，稱之為？ 
性別影響評估 性別發展指數 性別權力測度 性比例測度 

33 有關 2005 年調查臺灣原住民婦女人口的特性，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原住民婦女於家庭中承擔的責任與地位較一般婦女為高 
原住民婦女長期處於社會階層中的劣勢地位與貧窮處境 
原住民婦女的社會地位一直不高 
原住民婦女平均餘命多於平地人 10 歲（78.3 歲：67.4 歲） 

34 在臺灣，領有身心障礙手冊並不等同於實際身心障礙人口數，而與實際人口數仍有段距離，有關其原因何

者不正確？ 
身心障礙者不需經身心障礙鑑定，即能領有身心障礙手冊 
因不瞭解身心障礙者的權益及其保障而未前去申請 
沒有意願或不願接受他人以身心障礙者對待，因而沒有前去申請身心障礙手冊 
心智障礙類因受歧視特別嚴重，家庭常傾向不主動提出 

35 下列那種人，應列入社會救助法所稱低收入戶家庭人口之中？ 
在學領有公費之家庭成員  
不得在臺灣地區工作之非本國籍配偶或大陸地區配偶 
未共同生活且無扶養事實之特定境遇單親家庭直系血親尊親屬 
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親及兄弟姊妹 

36 社會救助法中所稱社會救助的內容，除醫療補助、急難救助、災害救助之外，還包含下列那一項？ 
生活扶助 經濟扶助 家庭扶助 就業扶助 

37 低收入戶參與自立脫貧方案，其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當年度最低生活費幾倍，仍

保有低收入戶的資格？ 
 2.5 倍  2 倍  1.5 倍  1 倍 

38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說法，「生理、心理或解剖學上的組織結構或功能有任何的損害或不正常現象」，稱

之為： 
妨害 病害 損傷 殘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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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國家所實行的一種具有目的、計畫及具體辦法的社會政策」，亦即由多數人投保以幫助、照顧、分擔 
少數人所發生的危險事故所採取的措施，稱之為： 
社會保險 社會救助 社會津貼 社會福利 

40 下列何者不是就業保險給付內容？ 
失業給付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獎勵創業生活津貼 育嬰留職停薪津貼 

41 有關國民年金保險被保險人之保費負擔敘述，下列何者為非？ 
直轄市之低收入戶，由直轄市主管機關負擔 65% 
縣（市）之低收入戶，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 35%，縣（市）主管機關負擔 65% 
領有極重度及重度身心障礙手冊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負擔 
領有中度身心障礙手冊者自行負擔 30%，中央主管機關負擔 70% 

42 國民年金保險之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保險事故時，可以分別給與那些給付？ 
老年年金給付、勞動者再就業給付、貧困兒童以及遺屬年金給付 
老年年金給付、身心障礙年金給付、失依兒童以及遺屬年金給付 
老年年金給付、勞動者子女清寒給付、提早退休給付以及寡婦年金給付 
老年年金給付、身心障礙年金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年金給付 

43 在社會保險的財務運作中，「將被保險人長期繳交之保費提存準備，使保險人擁有充足的準備金，以因 
應保險事故發生時的給付需求」，稱之為： 
隨收隨付制 完全準備提存制 賦課制 混合制 

44 下列有關人民團體法的敘述，何者正確？ 
人民團體分專業團體、社會團體與政治團體三種  
人民團體的設立採事後報備制 
人民團體理事長的連任，以一次為限 
人民團體財產的處分應有會員過半數的出席，以及出席人數過半數的同意才可以變更 

45 下列有關農民健康保險保險費的規定，何者敘述正確？ 
本保險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 20%，政府補助 80% 
本保險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 30%，政府補助 70% 
本保險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 40%，政府補助 60% 
本保險之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 50%，政府補助 50% 

46 民國 96 年修正就業服務法第 5 條，新增不得歧視項目，除出生地、性傾向之外，還包含下列那一項？ 
教育 體重 身高 年齡 

47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對志工辦理的教育訓練除了基礎訓練之外，還包含下列那一種？ 
延長訓練 特殊訓練 定向訓練 發展訓練 

48 下列何者不屬於社會救助的原則？ 
強制原則  資產調查原則  
補充性原則  財源來自國家稅收原則 

49 下列何者不屬於社會救助的功能？ 
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培養國民儲蓄能力  
補充社會保險制度之不足 國民生活的保護 

50 相對於其他社會安全制度來說，社會救助意在建立一面因應國民經濟生活風險的什麼網？ 
最高安全網 適度安全網 最低安全網 墊底階級安全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