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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國家制定法律規範，規定特定範圍內的國民均應投保，屬於何種社會保險原則？ 

強制保險原則  社會適當性原則  

財務自給自足原則 基本生活保障原則 

  國家推行社會救助，最直接的憲法基礎為何？ 

健康權 生存權 工作權 訴願權 

  社會保險保費的收入隨即用於當時的給付支出，且保險人僅須備妥短期內的支出預備金，是

下列何種財務制度？ 

完全提存準備制 完全儲金制 隨收隨付制 公積金制 

  對於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的異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社會保險須經資產調查，商業保險毋須經資產調查  

社會保險保費計算之依據為所得高低，商業保險以風險發生機率為依據  

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均為強制保險  

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均以營利為目的 

  下列何者為理性決策模型（rational model）的意涵？ 

政策只是過去政策的修正 政策為菁英偏好的呈現  

政策為有效達成的目標 政策為團體間折衝後的均衡 

  下列四種福利體制中，何者去商品化程度最高？ 

保守的福利體制 自由的福利體制 組合的福利體制 社會民主的福利體制 

  下列何者為綠色主義（greenism）社會政策取向的意涵？ 

強調和平追求社會正義的達成  

關心生態環境，企圖讓民眾擁有安全與健康環境的社會  

強調走「新中間路線」，要追求轉型正義  

重視政策決策形成過程的民主化程序 

  從社會政策的起源來看，「社會政策」一詞正式使用於下列何者？ 

伊莉莎白的濟貧法案 費邊社的研究  

德國社會政策學會的成立 羅斯福總統實施的新政 

  下列那一種流派的女性主義強調福利國家可以削弱男性所擁有的權力，促進女性在法律與財

務層面的自由與平等，減少阻礙？ 

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 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 激進主義的女性主義 

  注重個人利益的追求，認為個人可藉由其才能和抱負追求生活上的成功，屬於下列何種意識

型態？ 

個人主義 集體主義 社會主義 女性主義 

  費邊主義（Fabianism）影響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與取向，對於費邊主義的內涵，下列何者

正確？ 

國家應從政策面介入，提供社會保護，以對抗整體的社會問題  



認為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只是協助市場經濟的發展  

強烈批評福利國家的浪費與無效率  

認為福利政策的實施，強化了社會的分化與不平等 

  下列何者非屬於行政院 2012 年頒訂「中華民國建國 100 年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所界定的

社會福利政策項目？ 

就業安全 社區發展 福利服務 健康與醫療照顧 

  下列何者不屬於社會民主觀點的核心理念？ 

資本主義是可以改革的  

整個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僅存資本家與勞工兩個階級  

改革後的資本主義能夠持續成長，而不會產生危機  

議會民主制度有助於控制經濟力量，非理性的市場將讓給有計劃的行政管理 

  下列何者非屬於新右派對福利國家的看法？ 

福利國家是不經濟的 福利國家是缺乏生產性  

福利國家是民主的 福利國家是侵害自由的 

  志願部門又稱之為非營利組織，也稱為第三部門，下列何者非志願部門應具備的特性？ 

正式且有組織的 民間的 非利益的分配 外部治理 

  下列何者最符合社會政策之國民自立原則？ 

資源重分配  全民就業  

保障最低生活水準 以弱勢為優先受益的對象 

  關於社會政策的種類，因分類基礎不同而異。以保障最低生活為目的而形成的政策為何？ 

社會保險政策 社會促進政策 社會補償政策 社會救助政策 

  人們覺察到自己的需求，例如：「我認為自己薪水太低」，屬於學者 Bradshaw 所認為的那

一類社會需求？ 

感受性需求 規範性需求 表達性需求 相對性需求 

  對於社會政策的分析，美國學者吉爾伯特（N. Gilbert）和特力爾（P. Terrell）認為，下列何

者著重方案執行成果的描述與評估？ 

過程分析 產出分析 績效分析 規劃分析 

  邀請專家學者參與長期照顧 10 年計畫 2.0 決策過程，屬於下列何種社會政策制定模型？ 

制度模型 團體理論模型 菁英模型 漸進模型 

  影響社會政策制訂的理論觀點中，認為政策的制訂，處於各利益相互競逐的狀態，最直接的

方式是透過選民影響議會或行政官僚的決策，這樣的觀點是屬於下列何者？ 

菁英論 統合論 國家中心論 多元論 

  社會政策的執行，受歐美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思潮的影響，下列何者屬於

「後福特主義」的供給型態？ 

社會福利採標準化，大量生產與消費，讓人民在福利使用上缺乏選擇性  

彈性生產、具備責信、透明化，回應人民的需求  

福利輸送的主體還是獨尊政府  

重在調節爭議 

  下列何者非屬於社會救助的基本特質？ 

財源來自稅收  資產調查  

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 救助金額均一化 

  下列何者非屬於社會保險的基本特性？ 



志願性 繳費制 風險互助的機制 部分經費來自政府 

  下列何者未列入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有關社會福利基本國策的項目？ 

人民團體 健康保險 婦女福利 身心障礙福利 

  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保障農民職業安全及經濟補償，得試行辦理農民

職業災害保險。下列何者為目前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之保險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民保險局 各地基層農會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之規定，所設置的長照機構財團法人，其中央主管機關為何？ 

財政部 經濟部 衛生福利部 勞動部 

  依國民年金法規定，國民年金保險之保險事故，不包括下列何者？ 

老年 生育 身心障礙 職業病 

  依老人福利法規定，老人福利機構除應具有履行營運之擔保能力外，也應投保下列何種保

險，以保障老人權益？ 

老人年金保險  老人健康保險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老人平安保險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關於居家式托育服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居家式托育服務是指兒童由其祖父母於居家環境中照顧之服務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應年滿 18 歲  

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者，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不得擔任居家式托育服務

提供者  

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居家式托育服務管理、監督和輔導等相關事項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政府應建立幾歲以下兒童發展之評估機制，對發展遲

緩兒童，應按其需要，給予早期療育、醫療、就學及家庭支持方面之特殊照顧？ 

1 歲 2 歲 4 歲 6 歲 

  下列何者非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謂的民事保護令？ 

通常保護令 暫時保護令 緊急保護令 永久保護令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家庭暴力被害人年滿幾歲者，得申請創業貸款？ 

18 歲 20 歲 25 歲 30 歲 

  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免除、停止或結束安

置，無法返家之被害人，應依下列何種法律為適當之處理？ 

家事事件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性別工作平等法 

  下列關於育嬰留職停薪之敘述，何者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 

育嬰留職停薪最長為 4 年  

同時撫育子女 2 人以上者，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分別計算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發放，以行政命令定之 

  依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規定，「老年農民」須具備下列何項資格？ 

年滿 60 歲   

在國內設有戶籍  

最近 5 年內每年居住超過 183 天  

申領津貼時，必須已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15 年以上 



  依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規定，下列何項給付應每年申請認定之？ 

緊急生活扶助 傷病醫療補助 子女教育補助 法律訴訟補助 

  流落外地，缺乏車資返鄉者，當地主管機關得依其申請酌予補助，此為社會救助法所規定之

何種給付？ 

急難救助 災害救助 醫療補助 生活扶助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在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申請鑑定時，應交由下列何機

關進行鑑定？ 

社政主管機關  社政主管機關指定的相關機構  

社政主管機關指定的專業團隊 衛生主管機關指定的相關機構或專業團隊 

  下列那一項法規不具有中央法律的效力？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勞工保險條例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人民團體法 

  勞工保險雖由政府辦理，對於其監督管理的機制，下列何者正確？ 

委由民間組織監督管理委員會，定期監管  

由立法機關監督管理  

成立公法人組織進行監督管理  

由勞、資、政及專家組成監理委員會 

  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12 條規定，勸募團體辦理勸募活動期間，最長為多久？ 

3 個月 6 個月 9 個月 1 年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對於提高身心障礙者家庭生活品質應辦理之服務項目，下列

何者並未明文規定？ 

社區居住 臨時及短期照顧 照顧者支持 照顧者訓練及研習 

  下列何者非屬於老人福利法第 11 條所訂老人經濟安全保障之措施？ 

生活津貼 就業輔導 特別照顧津貼 年金保險 

  關於福利服務給付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以稅收為主要財源 國民年金給付屬於福利服務給付  

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屬於福利服務給付 給付的依據建立在維持最低生活水準 

  老人福利法第 24 條規定，對於無扶養義務人之老人死亡時，其喪葬之處理，下列何者正

確？ 

喪葬事宜，由戶籍所在地的主管機關辦理  

葬埋費用，主管機關不負擔費用，協調民間福利機構處理  

葬埋事宜，由當地主管機關或其入住機構應為其辦理  

葬埋費用，由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負擔之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4 條，對於特殊境遇家庭其家庭總收入的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家庭總收入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用 1.5 倍者及臺灣地區每人每月消

費支出 1 倍者  

家庭總收入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用 2 倍者及臺灣地區每人每月消費

支出 1.5 倍者  

家庭總收入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用 2.5 倍者及臺灣地區每人每月消

費支出 2 倍者  

家庭總收入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用 2.5 倍者及臺灣地區每人每月消

費支出 1.5 倍者 



  關於社會津貼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以實物給付為原則 需經資產調查  

領取資格以身分認定為標準 財源主要來自保險費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6 條規定，父母或監護人因故無法對其兒童少年盡扶養義

務而擬出養時，應委託收出養媒合服務者代覓適當扶養人，但也有例外的情形，下列情形何

者不在此限？ 

旁系血親在五親等以內者 旁系血親在三親等以內者  

旁系姻親在三親等以內者 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子女者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 條規定，有關少年的定義，下列何者正確？ 

未滿 18 歲之人 未滿 12 歲之人 未滿 16 歲之人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