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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的社會福利法規當中那一個法規的名稱制定之後未曾修正？ 
特殊境遇婦女家庭扶助條例 國民年金法 
兒童及少年福利法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2 政府為秉持憲法及國際人權公約之基本精神，定期檢視時空環境變遷，適時調整政府社會福利政策，遂以
「邁向公平、包容與正義之新社會」作為建國一百年社會福利政策綱領之願景，請問下列何者不屬於其六
大綱領項目之一？ 
社會救助與津貼 社會保險 落實十二年國教 居住正義與社區營造 

3 社會救助法有關「工作收入」計算方式，何者正確？ 
已就業無法提出薪資證明者，依各業初任人員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核算 
有工作能力未就業者，依平均失業給付金額計算 
60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依其核算收入百分之六十計算 
身心障礙者，依其核算收入百分之五十五計算 

4 社會救助法所稱「中低收入戶」係指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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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幾倍？ 
1 倍 1.5 倍 2 倍 2.5 倍 

5 依據社會救助法規定，不列入家庭應計算人口範圍，不包括那一個對象？ 
設有戶籍之非本國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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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 
未共同生活且無扶養能力之已結婚直系血親卑親屬 

6 社會救助法在民國 100 年 12 月修正通過，對最低生活費之規範，要求新年度計算出之數額較現行最低生活
費變動達百分之多少時應調整之？ 
百分之三以上 百分之五以上 百分之七以上 百分之十以上 

7 社會救助法所稱「最低生活費」，係指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參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的何種指標定
之？ 
最近一年每人消費支出平均數百分之六十 最近一年每人可支配所得平均數百分之六十 
最近一年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數百分之六十 最近一年每人消費支出中位數百分之六十 

8 美國在 1930 年代面臨經濟大蕭條，當時推動「新政」及 1935 年社會安全法案的總統是誰？ 
胡佛（Herbert Hoover）  杜魯門（Harry S. Truman） 
羅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 

9 福利多元主義即指將社會福利的供給方式由政府部門、志願部門、商業部門及非正式部門等多元型態來呈現，
提出本主義的學者是誰？ 
諾曼強森（N. Johnson）  海耶克（F. A. Hayek） 
貝佛里奇（W. Beveridge） 希爾（M. Hill） 

10 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規定，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中央主管機關應提供被害人 24 小時緊急救援服務 
各級中小學每學年應至少有 3 小時以上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 
負有通報責任之人員，於執行職務時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立即通報，至遲不得逾 12 小時 
負責性侵害案件處理之專責人員，每年應至少接受性侵害防治專業訓練課程 6 小時以上 

11 政府在民國 34 年由於抗戰勝利在望，即頒布四大政府政策綱領，請問下列何者不是其中項目之一？ 
民族保育政策綱領 現階段社會建設綱領 農民政策綱領 勞工政策綱領 

12 社會政策訂定的原則有五項，下列何者不屬其中之一？ 
符合公民權概念的社會正義原則 符合「社會連帶」的資源重分配原則 
弱勢者優先受益原則  考量政府財政能力原則 

13 我國在民國 69 年制定「社會福利三法」，當年此「三法」內容不包括： 
兒童福利法 社會救助法 老人福利法 殘障福利法 

14 依據兒童及少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有關「居家式托育服務」規定，何者錯誤？ 
指兒童由其三親等內親屬以外人員，於居家環境中提供收費之托育服務 
提供居家式托育服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理登記後，始得為之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應年滿二十歲且已婚 
修畢保母專業訓練課程，並領有結業證書，可擔任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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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據兒童及少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規定，下列何者不是兒童及少年福利機構？ 
托嬰中心  早期療育機構 
心理輔導或家庭諮詢機構 高風險家庭兒童課後照顧據點 

16 依據兒童及少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有關「時間」的相關規定，何者正確？ 
胎兒出生後六日內，接生人應將其出生之相關資料通報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兒童及少年緊急安置不得超過 48 小時 
對於目睹家庭暴力之兒童及少年，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列為保護個案者，該主管機關應於三個月

內提出兒童及少年家庭處遇計畫 
對於交付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結束之兒童或少年，應予持續追蹤輔導至少半年 

17 依據兒童及少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有關「年齡」的相關規定，何者錯誤？ 
本法所稱兒童及少年，指未滿十八歲之人 
政府應建立七歲以下兒童發展之評估機制 
雇主對年滿十五歲或國中畢業之少年員工應保障其教育進修機會 
父母對於六歲以下兒童，不得使其獨處 

18 兒童及少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規定，宣傳品、廣播、電視及網際網路對特定對象之兒童及少年不得報導或記
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識別身分之資訊，下列那一類對象不受規範？ 
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之國中生 被利用供人參觀之身心障礙兒童 
遭父母虐待的嬰兒  校園霸凌案件加害人的同校同學 

19 依據老人福利法的規定，老人照顧服務措施的敘述，何者錯誤？ 
老人照顧服務應依全人照顧、在地老化及多元連續服務原則規劃辦理 
老人照顧服務可分居家式、社區式與機構式三種 
家庭托顧服務係屬居家式服務 
法律服務係屬社區式服務 

20 依據老人福利法，有關老人福利機構之規定，何者錯誤？ 
老人福利機構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設立許可 
老人福利機構均應辦理財團法人登記 
老人福利機構未於三個月內辦理財團法人登記，有正當理由者，得申請延長一次 
老人福利機構均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及具有履行營運之擔保能力 

21 依據老人福利法，有關老人安居住宅之規定，何者正確？ 
老人安居住宅應以大規模集合住宅規劃 
老人安居住宅應考慮環境的清幽，最好能在山上或海邊，遠離人群之處 
中央主管機關應推動適合老人安居之住宅 
老人安居住宅應以多機能之原則規劃辦理 

22 依據老人福利法，有關老人經濟安全保障方面的規定，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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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符合請領生活津貼資格而領取津貼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繳還所領得之津貼 
領有生活津貼之中低收入老人，且其失能程度經評估為重度以上，實際由家人照顧者，照顧者得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發給特別照顧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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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有關「年限」的規定，何者錯誤？ 
各級政府應至少每五年舉辦身心障礙者之生活狀況、保健醫療、特殊教育、就業與訓練、交通及福利等需

求評估及服務調查研究 
行政院每十年辦理全國人口普查時，應將身心障礙者人口調查納入普查項目 
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限最長為五年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每二年應主動蒐集各國軟、硬體產品無障礙設計規範（標準） 

24 依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下列的內容何者錯誤？ 
有改定監護人或輔助人之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應協助身心障礙者為相關之聲請 
身心障礙者應於有效期屆滿前九十日內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重新申辦鑑定及需求評估 
身心障礙者對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有異議者，應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提出申請重新鑑

定及需求評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現身心障礙者情況改變時，得以書面通知其於六十日內辦理重新鑑定與需求

評估 
25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所稱「身心障礙者」定義，何者錯誤？ 

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共區分為八大類 
有損傷或不全導致顯著偏離或喪失，即可認定 
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量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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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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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下列何者不屬於職業重建服務的內容？ 

生涯規劃 就業服務 職務再設計 創業輔導 
27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40 條的規定，下列所示何者錯誤？ 

進用身心障礙者機關（構），對其進用者應本同工同酬之原則 
核發之正常工作時間薪資不得低於基本工資 1.5 倍 
庇護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得依其產能核薪 
薪資由進用單位與庇護性就業者議定，並報直轄市、縣（市）勞工主管機關核備 

28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身心障礙鑑定到需求評估流程中，何者錯誤？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理身心障礙者申請鑑定，應交衛生主管機關指定相關機關或專業團隊，進行

鑑定並完成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身心障礙鑑定報告，至遲應於完成後十日內送達申請人戶籍所在地之衛生主管機關 
衛生主管機關收到身心障礙鑑定報告後，應籌組專業團隊進行需求評估 
需求評估應依身心障礙者障礙類別、程度、家庭經濟狀況、照顧服務需求、家庭需求狀況、社會參與需求

等因素為之 
29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規定，何者正確？ 

各級政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三十四人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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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業機構依公司法成立關係企業進用身心障礙者人數達員工總人數百分之二十以上者，得與該事業機構合
併計算定額進用人數 

直轄市、縣（市）勞工主管機關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每年應就收取前一年度差額補助費百分之二十撥
交中央勞工主管機關統籌分配 

公共停車場應保留百分之三停車位，作為行動不便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 
30 依據社會工作師法的規定，社會工作師執行的業務不包括： 

行為、社會關係、社會適應等問題之心理衡鑑與調劑 
社會福利服務資源之發掘、整合、運用與轉介 
人民社會福利權之倡導 
對個人、家庭之預防性及支持性服務 

31 依據社會工作師法的規定，有關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的執業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的設立以一人一所為原則，不得以聯合方式設立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之收費標準，應由當地公會公告實施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係屬非營利組織，不得刊登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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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內，報請原發開業執照機

關備查 
32 按社會工作師法規定，社會工作師及專科社會工作師執業者，應接受繼續教育，並每幾年提出完成繼續教育

證明文件辦理執業執照更新？ 
5 年 6 年 8 年 10 年 

33 依家庭暴力防治法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核發家庭暴力被害人相關補助，何者錯誤？ 
特別照顧津貼費用 緊急生活扶助費用 訴訟費用及律師費用 房屋租金費用 

34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規定，下列何者不屬於「家庭成員」？ 
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者  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 
未成年子女  現為或曾為五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 

35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規定，對於保護令的陳述，何者錯誤？ 
被害人得向法院聲請通常保護令、暫時保護令及緊急保護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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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令事件之審理不公開 
保護令事件不得進行調解或和解 

36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規定，法院依法准許家庭暴力加害人會面交往其未成年子女時，下列那一項行為不適當？ 
由第三人或機關、團體監督會面交往，並得定會面交往時應遵守之事項 
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或其他特定輔導為會面交往條件 
審酌親子會面情況，得給予過夜會面交往 
負擔監督會面交往費用 

37 下列有關公益勸募條例的條文，何者錯誤？ 
第 12 條，勸募團體辦理勸募活動期間，最長為一年 
第 14 條，勸募行為不得以強制攤派及其他強迫方式為之 
第 15 條，勸募團體所屬人員進行勸募活動時，應主動出示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及勸募團體製發之工作證 
第 18 條，勸募團體應於勸募活動期滿之翌日起半年內，將捐贈人捐贈資料、勸募活動所得與收支報告公

告及公開徵信，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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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據公益勸募條例規定，勸募團體辦理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之用途包括：①社會福利事業 ②政治活動事業 
③教育文化事業 ④宗教禮儀活動 ⑤社會慈善事業 ⑥援外或國際人道救援 
①②⑤⑥ ①③④⑤ ①③⑤⑥ ①②④⑥ 

39 依據志願服務法的規定，對於志願服務的定義，下列何者錯誤？ 
民眾出於自由意志，並基於個人義務或法律責任 不以報酬為目的 
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 以輔助性服務為主 

40 依據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有關補助經費的規定，何者正確？ 
子女生活津貼之核發標準，每一名子女或孫子女每月補助當年度最低工資之五分之一 
傷病醫療補助每人每年最高補助新臺幣十萬元 
兒童托育津貼每人每月新臺幣二千元 
法律訴訟補助其標準最高金額以新臺幣五萬元為限 

41 依據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規定，特殊境遇家庭須符合一定條件，但不包括： 
配偶處一年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年以上，且在執行中 
家庭暴力受害者 
六十五歲以上，其配偶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六個月以上 
因配偶惡意遺棄或受配偶不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離婚確定或已完成協議離婚登記 

42 依照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5 條的內容，在原住民地區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其僱用
約僱人員、駐衛警察、技工、駕駛、工友、清潔工、收費管理員及其他不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非技術
性工級職務之總額，應有幾分之幾為原住民？ 
1/2 1/3 1/4 1/5 

43 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規定，下列條文何者的內容錯誤？ 
第 14 條，女性受僱者因生理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理假一日 
第 18 條，子女未滿一歲受僱者親自哺乳者，除規定休息時間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乳時間三次，每次三

十分鐘 
第 20 條，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需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

假，全年以七日為限 
第 23 條，僱用受僱者二百五十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置托兒設施或提供適當之托兒措施 

44 依據國民年金法所定之內容，何者錯誤？ 
請領老年基本保證年金之被保險人應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近三年內每年居住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分娩或早產者，按其月投保金額一次發給一個月生育給付 
領取身心障礙年金給付者，除經審定無須查核者外，保險人得每五年查核其身心障礙程度 
遺屬年金之發給，同一順序之遺屬有二人以上時，每多一人加發遺屬年金給付標準百分之二十，最多計至

百分之六十 
45 依據國民年金法的規定，有關國民年金業務的辦理，何者正確？ 

本法所稱中央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中央勞政主管機關 
本保險之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勞工保險局辦理，並為保險人 
保險人為辦理本保險所需之人事及行政管理經費，以當年度應收保險費總額百分之三為上限 
本保險之財務，由保險人及被保險人共同承擔最後支付責任 

46 依據國民年金法規定之保險事故包括：①老年 ②傷害 ③生育 ④疾病 ⑤身心障礙 ⑥傷病 死亡 
①②⑤⑥ ①③⑥ ①③⑤ ①④⑤⑥ 

47 依照公益彩券回饋金運用及管理作業要點，有關回饋金的用途，下列何者不屬於其範圍？ 
弱勢族群之就業服務事宜 
推展社會福利事項 
公益彩券制度研究及經銷商行銷經營廣告事項 
支應公益彩券回饋金運用及管理作業小組之行政費用 

48 我國社區發展工作綱要自民國 57 年開始訂定歷經多次修訂，於民國 88 年再次修正，其條文提及社區發展指
定工作項目有三大建設，下列何者不屬於其中之一？ 
公共設施建設 社區營造建設 生產福利建設 精神倫理建設 

49 行政院所推動黃金十年的國家願景，其政策理念為公平正義、均富安康，而其施政主軸共有六項，下列何者
不是其中之一？ 
均富共享 平安健康 強化治安 族群和諧 

50 依照民國 98 年修正的信託法中，有關公益信託的意義內容，下列何者錯誤？ 
公益信託係以慈善、文化、學術、技藝、宗教、祭祀或其他以公共利益為目的 
公益信託之設立及其受託人，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業務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 
公益信託之受託人二年一次定期將信託事務情形及財務狀況，送主管機關核備之 
公益信託應設立信託監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