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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衛生組織預估到了 2050 年，全球罹患失智症人數將超過 1 億 1,540 萬人，失智症所衍生之照顧及服

務需求，會變成未來各國所應正視之核心社會議題。因此政府主管機關依照專家建議，規劃更多方案以

推廣提早預防失智症的宣導，這是回應下列那個需求？ 

比較性需求 規範性需求 表達性需求 感覺性需求 

2 根據學者 T. H. Marshall 的主張，享有社會福利是那一種公民權利的展現？ 

社會權 政治權 經濟權 公民權 

3 依據學者 G. Esping-Andersen 的說法，在福利國家中去商品化 高的國家是： 

瑞典 德國 日本 美國 

4 第三條路的概念是由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所提出，下列何者不屬於其社會福利的核心概念？ 

強調積極性的福利體系  重視提供基本的機會而非結果的平等 

強調權利與責任並重  主張「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 

5 所謂福利提供的「非正式部門」是指： 

政府 志願服務組織 商業組織 鄰里家庭  

6 下列那一個社會福利模式是以「社會保險」為基礎，提供與所得相關的給付給受雇者？ 

貝佛里奇模式 殘補式福利模式 俾斯麥模式 制度再分配模式 

7 針對社會特殊群體所提供之「機構設置」、「收容安置」、「提供諮詢與建議」、「探訪視查」等支持

其生活機會的措施，屬於下列何種類型之福利？ 

社會津貼 社會保險 社會救助 福利服務 

8 與費邊社（Fabian Society）有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費邊社創立於 1884 年 

國家應導入社會保障制度，來對抗資本主義所浮現的社會與經濟問題 

英國社會政策的發展與費邊社的發展有密切的相關 

保守政策的經濟市場可以滿足所有人的福利 

9 關於社會政策之制定模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理性途徑強調政策的制定過程應充滿理性，不考慮社會政策所達到的社會、政治、經濟價值 

有限理性強調的是政策制定者在有限的選擇與限制因素中進行決策考量 

政治途徑強調社會政策制定過程就是解決社會群體間利益衝突的過程 

漸進途徑強調以現有的政策、方案或支出做為基礎，採取微調方式來增減或改進政策 

10 從權力結構探討社會政策的制定，大致可以分為幾個模型。下列那一種模型主張決策權力既非集中也非

分散，主要是由利益團體涉入對決策的影響，而國家機關屬於主動的角色？ 

統合主義 多元主義 菁英主義 制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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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那一種社會福利措施需要經過資產調查？ 

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 幼兒教育券 

兒童預防保健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12 英國學者 Titmuss 提出社會政策模式，認為個人需求的滿足只有在私人市場與家庭功能不彰時，社會福利

制度才應短暫地介入，請問是下列何種模式？ 

殘補式福利模式 工業成就模式 俾斯麥模式 制度再分配模式 

13 下列何者屬於社會安全制度的範圍？ 

就業安全 預防保健 兒少保護 老年年金 

14 有關選擇性福利（selective welfare）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強調所有人民皆有使用服務的社會權 臺灣的全民健康保險是屬於選擇性福利的一環 

資格的認定無須透過資產調查的方式 相對容易形成服務使用者的恥辱烙印感 

15 關於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社會保險自願性投保，商業保險強制性投保 

社會保險不須完全提存準備，商業保險須完全提存準備 

社會保險財源來自被保險人，商業保險財源來自被保險人、雇主與政府 

社會保險強調個人公平性，商業保險強調社會適切性 

16 下列何者不屬於社會救助的功能？ 

保障國民生存權 維持社會秩序安定 補充社會保險不足 預防貧窮 

17 大部分均為普及式免繳費的給付或普及式接受一定比例補助金額，也稱為人口特性補助金（demos 

grants），屬於下列何種福利？ 

社會福利服務 社會救助 社會保險 社會津貼 

18 關於社會津貼與社會救助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社會津貼涵蓋對象為就業人口，社會救助涵蓋對象為低收入人口 

社會津貼資格條件為居住設籍，社會救助資格條件為資產調查 

社會津貼及社會救助財源均由政府租稅支應 

社會津貼是制度再分配模式，社會救助是殘補式福利模式 

19 根據民國 101 年行政院核定之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政府照顧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應以什麼型式的服務為主？ 

社區式和機構式 居家式和社區式 支持式和庇護式 居家式和庇護式 

20 根據民國 101 年行政院核定之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下列何者不是提供福利服務所應依循的原則？ 

可近性 費用負擔得起 滿足全人需求 財務獨立性 

21 民國 101 年行政院核定之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中，強調福利服務之提供應由政府與民間協力，或政府與民

間整合資源，此理念符合下列那一種社會福利思想？ 

女性主義 福利多元主義 馬克思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 

22 我國目前已開辦多項社會保險制度，下列何者不屬於社會保險的型式？ 

國民年金 就業保險 勞工退休金個人帳戶 全民健康保險 

23 社會保險給付通常會隨著物價指數進行調整，此做法是社會保險制度的何種原則？ 

所得重分配原則 給付權利原則 假定需求原則 給付社會適當性原則 

24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現行社會救助法中的家庭應計算人口？ 

一親等之直系血親  配偶 

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兄弟姊妹 認列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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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領取社會救助給付的低收入戶成員，屬於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幾類被保險人？ 

第一類 第三類 第五類 第六類 
26 聯合國大會於 1991 年通過聯合國老人綱領，歸類為五項主題，成為當代發展老人福利重要指標，不包含

下列何者？ 
獨立 參與 照顧 救濟 

27 下列何者不是年金制度的特性？ 
年金制度主要分為稅收制、公積金制及社會保險制 
公積金制又稱確定提撥制，較不需擔憂人口結構老化帶來的財政負擔 
我國依照社會保險制辦理的年金制度有勞工退休金新制 
社會保險制的優點是具備風險分擔與世代互助的功能 

28 二代健保擴大保險費費基的手段之一是增加補充保險費。今某甲有一筆 10,000 元的非薪資收入，應繳納

多少元的補充保險費？ 
 50 元  100 元  200 元  400 元 

29 下列何者不是老人福利法中所定義之居家式服務類型？ 
醫護服務 復健服務 安置服務 身體照顧 

30 依據老人福利機構設置要點規定，下列何者不是長期照顧機構之類型？ 
長期照護型 養護型 失智照顧型 安養型 

31 身心障礙觀點中，障礙的本質關係到障礙者與社會互動的關係，下列那一種模式主張障礙是來自於社會

組織的排斥？ 
醫療模式 福利或慈善模式 功能模式 社會模式 

32 學者 Kadushin 以家庭系統互動的目的及家庭功能產生的支持，將兒童福利服務分為三類，下列何者錯誤？ 
延續性服務 支持性服務 補充性服務 替代性服務 

33 兒童及少年緊急安置除有特殊需延長事由外，一般不得超過幾小時？ 
 36 小時  24 小時  72 小時  12 小時 

34 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

成員，不包括下列何者？ 
前配偶 曾為直系姻親者 曾有同居關係者 五親等之旁系血親 

35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有關保護令的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 3 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 
保護令之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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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機構對於家庭暴力之被害人，不得無故拒絕診療及開立驗傷診斷書 
禁止查閱相關資訊之保護令，由被害人向相關機關申請執行 

36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法院在受理緊急保護令之聲請後，依聲請人到庭或電話陳訴家庭暴力之事

實，足認被害人有受家庭暴力之急迫危險者，應於幾小時內以書面核發緊急保護令？ 
 2 小時  4 小時  8 小時  12 小時 

37 兒童及少年保護的預防中，以高風險家庭為對象，透過專業者對高危險群的辨識、篩選進而提供預防的

協助，以防止兒童虐待、家庭暴力甚至死亡事件的發生，屬於下列那一級預防？ 
初級預防 次級預防 三級預防 四級預防 

38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之規定，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不得使幾歲以

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獨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 
 2 歲  4 歲  6 歲  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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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根據社會救助法之規定，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之工作收入依下列何種標準核算？ 

基本工資   低生活費 

每人月平均經常性薪資   近一次各業初任人員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 

40 下列何者為國民年金保險之保險人？ 

低收入戶 自營作業者 勞工保險局 退休公務人員 

41 關於國民年金喪葬給付的發給和領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按被保險人月投保金額每月發給， 長 5 個月 

由支出殯葬費之人領取，並以 1 人請領為限 

當提出請領人超過 1 人時，得協議輪流領取 

當提出請領人之間未能達成協議時，則由被保險人配偶優先領取 

42 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 

失蹤滿 6 個月者 在監服刑者 在營服兵役義務者 外籍勞工 

43 老人福利法中關於老人福利機構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老人福利機構分為長期照顧機構、安養機構、其他老人福利機構 

各類老人福利機構得單獨或綜合辦理 

經許可設立的私立老人福利機構應於 3 個月內辦理財團法人登記。未於期限內辦理登記者，得申請延

長 6 個月 

小型設立且不對外募捐、不接受補助及不享受租稅減免者，得免辦財團法人登記 

44 根據老人福利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針對中低收入老人之協助項目？ 

租屋補助 生活津貼 特別照顧津貼 健康檢查追蹤服務 

45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規定，組成專業團隊進行身心障礙鑑定之主管機關為何？ 

衛生主管機關 戶政主管機關 教育主管機關 勞工主管機關 

46 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兒少遭遺棄、或未受適當養育案件後，

應於多久時間內提出調查報告？ 

 24 小時內  3 日內  4 日內  7 日內 

47 認為國家過度干預市場會使得自由經濟體系受到破壞，進而傷害個人自由，這樣的主張較接近下列何種

觀點？ 

新右派 女性主義 馬克思主義 菁英主義 

48 根據長期照顧服務法之規定，長期照顧是指身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多久期間以上者，依其需要所提

供之支持、照顧及相關醫護服務？ 

 30 日以上  3 個月以上  6 個月以上  1 年以上 

49 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受僱者姙娠期間，雇主應給予產檢假 5 日 

受僱者於其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假 5 日 

產檢假及陪產假期間，薪資照給 

受僱者任職滿 3 個月後，於子女滿 3 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50 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下列那一種保險對象之投保金額，不適用投保金額表？ 

雇主 職業工會會員 在營服兵役義務者 公民營機構之受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