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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試題
等 別：高等考試
類 科：社會工作師
科 目：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
唐正老師 解題
甲、申論題部：
一、2008 年開始的金融海嘯嚴重影響全球的經濟暨社會穩定與發展，台灣也沒能倖免於難。請問
台灣在這一波金融風暴中，國家在社會政策上的回應政策和措施有那些？其內容為何？請分
褔利與救助取向類、就業與勞動參與為主要目標類、人力資本或社會資本為主體類或其他類
加以說明。
【破題解析】
【命中特區】

政府主要措施為短期方案，提供現金補助與短期就業機會。主要對象為近貧
者、新貧者、失業者等。具體方案包括：馬上關懷服務、工作所得補貼方案、
積極促進政策。
本班教材命中/社會政策正規班講義書/編號：B9K05/頁 216～226/唐正編著。
【命中率】90%

【擬答】：
基本上，此波的金融危機，對於弱勢國民的影響主要為失業、所得減少、就業機會緊縮與財產
損失，由於現在已是全球化社會，短期內政府實難改變整個經濟活動運作與國際間的合作關
係。因此，針對經濟衰退所造成的社會衝擊，我國政府主要的政策回應有二大作為：第一、提
供即時性的社會救助方案，例如馬上關懷服務，發給單筆式小額的現金補助；第二、短期性的
就業協助方案，例如馬上上工計畫、短期就業促進方案，提供失業者六個月至一年的就業機
會，以維護基本上活條件。而政府為回應此波的金融危機，政策內容分述如下。
福利與救助取向：由於貧窮現象持續惡化，政府推出「大溫暖-弱勢家庭脫困計畫」，試圖給
針對「近貧」與「新貧」人口提出「弱勢家庭脫困計畫實施方案」，為補綴社會救助體系之
缺漏，凡因各種不可完全歸咎於個人之理由致家庭突遭變故而陷入困境急需救助之非低收入
戶，或處在貧窮邊緣生活困頓之家戶，藉由提供其急難救助、就業輔導、職業技能訓練、創
業理財、短期小額貸款、醫療照顧、照顧服務、就學輔導、人身保護、法律扶助等多面向福
利措施，協助經濟弱勢家庭逐漸自立自強、脫離貧困。
就業與勞動參與取向：97 年下半年起，國際間物價上漲，各國遭受通貨膨漲影響未見減緩，
我國也不例外。雖然政府已推出「馬上關懷專案」對遭逢急迫性變故致生活陷困者提供協
助，但對於非屬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的工作者，即所謂的「近貧者」，受這波物價上漲的影
響亦很大，政府責無旁貸應及時提供協助。因此為降低物價上漲及國內油電價調整對近貧工
作者之衝擊，政府將提供補助，加強照顧工作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水
準，特規劃推動工作所得補助方案。方案目標為：第一、鼓勵就業、提倡工作價值。第二、
對抗因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物價上漲壓力，保障工作人口基本生活水準及其家庭消費能力。第
三、實現所得再分配，兼顧一親等家庭互為扶養之責任，並避免與現行福利措施重複。實施
對象為 20 歲以上未滿 65 歲，為全戶主要收入者，且年薪資在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之中華民國
國民，得請領工作所得補助。
人力資本與社會資本取向：為改善失業與就業困難，政府提出「積極促進概念」，即針對領
取政府給付者或是（可能）被勞動市場排除在外者，促使其進入或再進入勞動市場、或參與
社會團體、社區或志願服務等的社會性活動。因此，積極促進包括勞動市場參與以及社會參
與，「積極促進」不僅是一種政策理念，也可視為一套的政策工具，最明顯可反映在社會安
全政策與勞動市場政策更有系統的連結，這包括：現金給付方案，例如失業保險、救助、身
心障礙給付等；就業政策朝向積極勞動政策，增加勞動市場的就業機會；並透過就業服務、
創業協助等促進就業。「積極促進」概念提供了持續勞動人力的想法，以活絡勞動市場，提
供勞動人力來維持老年人口的照顧成本。其次，政府面對全球的經濟市場、勞動市場彈性化
與失業問題等，如何一方面維持競爭性，另一方面又可控制國內社會福利支出的需求，「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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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促進」概念也提供了新的想法。最後，鼓勵各類弱勢團體參與社會，避免社會排除也是具
有正當性的訴求。
二、2009 年 8 月 8 日莫拉克颱風帶來台灣重大的傷害，除地理和經濟上的重大打擊外，連帶也帶
來家庭與社會／區的嚴重衝擊。因應這一次的風災，台灣災變政策和措施相當多，請依下列
觀點加以分析和討論。
個人／家庭取向為優先的災變社會政策（或措施）
社區／社會復原為主軸的災變社會政策（或措施）
以學校為基礎、以學童為中心的災變社會政策（或措施）
【破題解析】
【命中特區】

災後重建的過程重點在於「安身」、「安心」、「安家」與「安業」。需顧及
個人心靈層次的慰藉、學童就學機制保障與尊重部落社區意願進行重建工作。
本班教材命中/社會政策總複習班講義/編號：Ｗ/頁 32-34/唐正編著。【命中
率】90%

【擬答】：
八八災後重建的教訓很多，對居民而言，重點在「安」與「家」。災後重建的過程錯綜複雜，
重點在於「安身」、「安心」、「安家」與「安業」。在救災行動之後的重建階段可分為：臨
時安置、中繼安頓與永久安居。下就題意分述如下說明政府政策內容。
個人／家庭取向為優先的災變社會政策（或措施）
在災害發生後，以協助受災戶早日恢復安定生活，營造比過去更安全、更有特色的居住環境
為原則，以「安全」為家園重建第一優先考量，視受災程度、災害頻率及居民意願，提供優
惠且多元方式供居民選擇原址重建、修復、遷居或遷村。但是災害對個人與家人會造成心靈
層次創傷，故在災變政策內容中，應加強對個人心靈方面的協助，包括：建立心靈創傷預警
系統，及早發現個案並提供專業協助；建立專業諮詢服務平台，以利服務資源整合及連結；
建立個案管理機制，確保心靈創傷者獲得撫慰；並結合志願服務資源，共同推動心靈重建工
作。
社區／社會復原為主軸的災變社會政策（或措施）
重建工作以社區需求為主，並增加在地就業機會讓社區在文化脈絡、自然環境永續發展，全
面關照居住、生活、就學、就業、產業及文化傳承等需求。再者，此次受創地區有許多是原
住民部落，故對於原住民遷居地應保存既有文化內涵及生活習性。同時，重建的效力，應以
創造就業機會、撫平心理傷痛，引進專業管理與統包制度，允許專業團隊、社區等共同設計
重建家園，創新的行政作為來幫助居民重建。且為預防日後災難再度發生，建議規劃防災社
區，全國選五個地方來做防災社區，對於自己對生活環境的了解與專業人士合作，將安置的
地方、緊急逃生之處等防災概念注入社區，可在 88 水災之後加速推動。
以學校為基礎、以學童為中心的災變社會政策（或措施）
應優先安置受災學童就學及重修建校舍，校舍重建應評估區位工程安全性。在安置就學部
分，提供受災戶學生緊急安置就養、就學與急難救助應予優先處理；並針對受災戶學生提供
後續之就學救助、補助等措施，包括學雜費、就學貸款、學生安置、生活及升學輔導等。在
重建(修)校舍部分，應協助受災學校教學場地之緊急替代安置；協助學校災後重建(修)以及
學校教學設備、儀器、教具以及其他教學資源之補助或支援。
綜上所述，莫拉克颱風迄今，政府雖欲表現其「重建」的行動力，但簡化「安置」與「安
頓」，倉促進入「重建」，該慢的反而太快。加上部分慈善團體為了快速消化善款蓋「永久
屋」，主動參與變成主導行動，未深入了解需求，就單向提出供給，忽略原住民部落和社區意
願。需知道，「重建」不是回到受災前的狀態，無論遷村或原地重建，都是實踐低碳生活與永
續環境的機會，讓共生的小尺度系統，取代宰制性的大尺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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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部份：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所定「社區之範圍」由誰劃定？
社區發展協會
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
內政部
  社會褔利模式中之貝佛里奇（Beveridge）模式，其受益對象為何（請選出最適合的）？
弱勢族群
受僱者
雇主
全體人民
  下列對於美通過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調和法案（PRWORA）的描述何者是錯誤的？
利用貧窮家庭暫時性救助（TANF）取代失依兒童家庭救助（AFDC）
本案是由小布希總統通過
強調受助者必須工作
凸顯家庭價植
  對於英國的新濟貧法（濟貧法修正法案）的抽述下列何者不正確？
 1601 年通過
中央成立濟貧委員會
對有工作能力的身健窮人之救濟日趨嚴格
對日益擴大的貧富差距並沒有解決
  少子老化影響到我國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的發展，尤其是對社會褔利的發展更甚，
如套用 Howard Leicchter 的四項因素，其應屬何種因素？
情境因素
結構因素
文化因素
環境因素
  下列對於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描述何者有誤？
成立於 1884 年
認為國家應在政策面對貧窮有所介入，且提供社會保護(障)以對抗整體的社會問題
影響英國工黨的成立
主張用階級革命解決不公平的問題
  社會工作師若違反社會工作師法第 14 條「受主管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詢問時不得為虛偽
之陳述或報告」，及第 15 條「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不得無故洩漏」，違
者，處新台幣多少之罰緩？
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二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依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中，符合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的對象「家庭暴力受害者」，若
無力負擔訴訟費用者得申請法律訴訟補助，其標準最高金額以新台幣多少元為限？
四萬元
五萬元
六萬元
七萬元
  有關家庭照顧假，例如：若員工的家庭成員或小孩須打 H1N1 的疫苗，員工須親自照顧
時，得請家庭照顧假，類似這樣的家庭照顧假，一個員工全年總日數以幾天為限？
三天
五天
七天
十天
  有關兒童及少年收養事件，下列的描述何者是錯誤的？
應基於兒童及少年之最佳利益
滿七歲之兒童及少年被收養時，其意願以法院的判決為主
法院認可兒童及少年被收養前，得准收養人與兒童及少年先行共同生活一段期間，供
法院決定認可之參考
法院認可兒童及少年被收養前，應命主管機關或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進行訪視，提出
調查報告及建議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0 條規定，醫院、診所對被害人，不得無故拒絕診療或開立驗傷
診斷書，違反第 1 項規定者由衛生主管機關處多少罰鍰？
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三萬元以上七萬元以下
  新修定社會救助法第 5-3 條，本法所稱有工作能力者，指 16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而無
下列情形之一。下列選項何者不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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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監護宣告
身心障礙致不能工作
獨自扶養十二歲以下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致不能工作
婦女懷胎六個月以上至分娩後二個月內致不能工作
下列對於國民年金保險的保險費率的描述何者錯誤？
本保險費率在施行第一年為百分之六點五
於第三年調高百分之零點五
第三年以後，以後每三年調高百分之零點五至上限百分之十二
保險基金餘額足以支付未來二十年保險給付時，不予調高
下列何者不屬於大溫暖社會福利套案中的四大規劃策略？
縮小城鄉／貧富差距
強化老人安養
因應少子女化
促進國民教育
下列哪項政策提及以實行都市平均地權所增收之地價稅設立社會福利基金？
現階段社會建設綱領
復興基地重要建設方案
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
貫徹復興基地民生主義社會經濟建設方案
柴契爾主義(Thatcherism)和美國那一位總統的福利國家主張是受到海耶克(Hayek)和佛
里德曼(Friedman)等新右派意識型態的影響?
羅斯福總統
甘迺迪總統
雷根總統
布希總統
農民健康保險條例所訂之喪葬津貼之給付，是依被保險人死亡當月投保金額多少個月給
付?
三個月
五個月
十個月
十五個月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6 條規定，第六類保險對象之保險計算標準為何(以下何者正確)?
以戶長的薪資為準
以基本工資為準
比照第三類被保險人保險費計算標準
以精算結果之全體保險對象每人平均保險費計算
依公益勸募條例第 12 條規定，勸募團體辦理勸募活動之期間，最長為多久?
三個月
六個月
九個月
一年
國民年金法第 28 條所示，國民年金相關保險給付之請求權年限為何?
二年
三年
四年
五年
依社會工作師法第 18 條所示，社會工作師及專科社會工作師執業應接受繼續教育，並每
幾年提出完成繼續教育證明文件辦理執業執照更新?
三年
五年
六年
十年
國民年金法規定，國民年金被保險人對勞工保險局核定之案件有發生爭議時，應於收到核定
通知文件之翌日起幾日內，向內政部國民年金監理會申請審議?
十五日
三十日
四十五日
六十日
依家庭暴力防治法第 13 條對保護令的描述下列何者不正確?
保護令事件之審理不公開
法院於審理終結前，得聽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社會福利機關之意見
保護令事件可以進行調解或和解
法院受理保護令之聲請後，應即行審理程序，不得以當事人間有其他案件偵查或訴訟
繫屬為由，延緩核發保護令
民國 93 年政府公佈的婦女政策綱領，強調積極促進「兩性平等參與及共治共決」基本理
念的實踐，下列何者不屬其基本原則的項目?
所有政策均應納入不同族群女性及弱勢婦女的需求
萬物平等共生的整體性
建構健康優先、具性別意識醫學倫理的健康政策
創造一個尊重及保障的婦女人身安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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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教人員參加公教人員保險具有下列何種條件者，得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津貼?
加保年資滿六個月以上，養育三足歲以下子女
加保年資滿十二個月以上，養育三足歲以下子女
加保年資滿六個月以上，養育二足歲以下子女
加保年資滿十二個月以上，養育三足歲以上子女
  當一個國家社會政策的制訂，價值信念在於滿足需求，並循家庭、社區、雇主、政府等
層級來運作，建構連結家庭和職業福利體系，該模式屬於下列何者?
北歐社會民主模式
英美自由主義模式
歐陸組合主義模式
東亞集體主義模式
  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13 條規定，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逾期未完成性騷擾事件
調查或當事人不服調查結果者，當事人得於期限屆滿或調查結果通知到達之次日起幾天
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十日
十五日
二十日
三十日
  公益勸募條例第 17 條規定，勸募團體辦理勸募活動之必要支出，得由勸募活動所得一定
之百分比支應，請問當勸募活動所得在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下者，得支應的百分比為何?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五
  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第 17 條規定，縣市主管機關，對有從事性交易或從事之虞之
兒童或少年給予安置之案例，應於多久期間內向法院提出觀察輔導報告及建議處遇方
式，並請法院裁定?
二十四小時至七十二小時
一週至二週
二週之三週
二週至一個月
  勞工保險條例規定，合於請領老年年金給付條件而延後請領者，應發給展延老年年金給
付，最多增給之比率為何?
百分之四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
  依據社會救助施行細則第 2 條規定，有關中央、直轄市之最低生活費標準，應於何時之
前公告?
當年元月一日
前一年十二月三十日前
前一年九月三十日前
前一年元月三十日前
  依照家庭暴力防治法第 16 條規定，法院於受理緊急保護令之聲請後，如足認被害人有受
家庭暴力之急迫危險者，應於多少時間內核發緊急保護令?
二小時
四小時
六小時
八小時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 72 條規定，對身心障礙者或其扶養者應繳納之稅捐，給予適當
之減免，該項減免福利之性質為何?
社會福利
財稅福利
職業福利
工業福利
  國民年金法第 2 條所定之保險事故為何?
老年、身心障礙及遺屬
老年、身心障礙及傷害
老年、身心障礙及疾病
老年、身心障礙及死亡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0 條規定，被保險人未依規定期限繳納保險費者，可以寬限幾日?
十日
十五日
二十日
三十日
  勞工保險條例訂有失能年金給付，可以領到的最低給付額為新台幣多少元?
二千元
三千元
四千元
五千元
  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 14 條規定，「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限最長為幾年?
二年
三年
四年
五年
  勞工保險條例所訂之職業傷病補償費之標準，係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多少
發給?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六十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一百
  Wilensky, H. L. 和 Lebeaux, C. N.於 1958 年提出之社會福利制度的模式為何?
殘補式模式(residual model)與制度式模式(institution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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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麥(Bismarck)模式與貝佛理奇(Beveridge)模式
福利多元主義模式與福利混合模式
全民式模式與選擇式模式
  2004 年修訂社會褔利政策綱領，其所稱（定義）社會褔利政策面向（內容）為何（請選
最適合與最完整項）？
社會保險、社會救助、褔利服務、就業安全、醫療照顧、社區發展
就業安全、社會保險、褔利服務、國民住宅、醫療保健
社會保險、國民就業、社會救助、國民住宅、褔利服務、社會教育、社區發展
社會保險與津貼、社會救助、褔利服務、就業安全、社會住宅與社區營造、健康與醫
療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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