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歷屆試題

(99 專技高考)

99 年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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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論題部份：
一、社會問題、社會運動與社會政策之間常存在密切的關係，請分別說明其意義，並試舉國內任
何一個福利政策或立法為例，申論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破題解析】
社會問題是反應一個社會當前時空環境的生活困境，或影響未來變遷趨勢的可能需求。如隨高
齡社會來臨，老人經濟安全與生活照顧將成為國家需專注面對之問題。
社會運動則是希望喚起社會大眾與政府，對於某一人口群體或某議題之關注，其行動包括遊
行、舉辦公聽會或是政策遊說。例如民間老人福利團體透過遊行來倡議政府要及早因應老人福
利需求之變遷。
社會政策國家或政府為解決社會問題與醋勁社會發展，所提出的政策主張。救老人福利為例，
如國民年金政策、長期照護政策。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99 正規班講義/編號:B9K05/頁 3～4,163-166/唐正編著。【命中率】95%
【擬答】：
近年來，我國社會主要面臨的問題包括：高齡化現象、少子化現象、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而其中人口老化所衍生出來的經濟安全、生活照顧、醫療保健等需求的因應最為迫切，因
此，下降將以老人福利為例，說明社會問題、社會運動與社會政策三者之關連性。
社會問題：主要在反應一個社會時空下的人口群體，因為需求便或或是資源匱乏，而導致影
響生活的安定性與發展性。以老人問題而言，受到家庭功能萎縮，家庭經濟所得能力下降等
因素，以及平均餘命逐漸增長趨勢，老人主要問題會出現在於照顧問題、經濟問題與醫療問
題。由於老人均有政治上的投票權，所以政黨會試圖提出有利於老人福祉的社會政策，以獲
取他們的支持。據此，社會問題的影響性、持續性與急迫性，就成為政府、政黨與社會大眾
在衡量是否要關注的三項思考因素。一旦當大家的共識性與關注性有極大交集，那此社會問
題就必然成為政府關心主軸。
社會運動：意指某一人口群體，為喚起社會大眾與政府部門對於某一需求的關注與訴求之支
持，採取集體行動方式加以倡導或鼓吹，一般而言，社會運動的型態包括集會遊行、公聽
會、政策遊說等方式。各種策略目的都是要爭取權益與資源，甚至要求政府做出符合民意期
待的政策或制訂法案。以老人福利為例，民間老人福利聯盟組織，長期以來就透過前述之手
段倡議政府要制訂國民年金政策來保障無工作之老人人口基本經濟安全，並為回應家庭照護
功能弱化，希望能提出長期照護政策與服務。
社會政策：意指國家或政府，為維護人民生活權益，解決社會問題，進而透過行政手段與立
法機制，提出福利政策與法案，期望能夠維護人民福祉。就老人福利議題為例，政府已覺察
到人口高齡化對於整體社會、家庭、經濟活動等層面影響甚巨，所以以提出保障老人經濟安
全的國民年金政策，已於九十七年十月正式推動，並制訂有國民金法，讓沒有經濟保障的老
年人口都能領有基本年金。其次，政府以積極提出長期照護政策，期望透過照護責任公共化
來維護老人生活照顧安全，為目前對於要採取何種方式，是否要制訂社會保險制度的長期照
護保險法案，仍在政策研擬與民意調查階段，民間許多組織也紛紛透過社會運動來加以倡
議。
綜上所述，社會問題反映出當前社會與未來趨勢的發展，而為了喚起政府與社會大眾之關
心，社會運動成為一種進行手段，當政府認為前述之問題與運動確實有其重要性與迫切性，
就會透過政策研擬與制訂法案來作為宣示政府的政策目標，以及成為政策實施的參照依據，
三者是相互關連與互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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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先生今年 40 歲，在一家快遞公司工作近十年，每月收入 3 萬 5 千元，1 個月前因公司業務
縮減以致失業；其妻心智功能障礙，領有重度身心障礙資格手冊，沒有工作；王先生有兩位
分別在國中三年級與一年級唸書的孩子。針對王先生的家庭，目前我國社會立法中，有那些
可以協助王先生及其家人的相關規定？
【破題解析】
先概述案家問題：經濟問題、照護問題與教養問題。
再就經濟扶助、兒童照顧服務與身心障礙者居家照護等三面向，陳述政府之政策目的，或特定法
案的措施。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99 正規班講義/編號:B9K05/頁 171-173,204-205,388-389/唐正編著。【命中
率】85%
【擬答】：
就題例所述，案家主要面臨之生活困境為：失業造成所得中斷，有陷入經濟貧困危機；
案妻身障者失能，有照顧與醫療需求；案家子女皆未成年，為依賴人口有發展與照顧需
求。下就我國社會救助、家庭福利與身心障礙者福利三者，論述案家可以獲得之服務。
經濟扶助：案主因非自願性失業，倘若其有繳納勞工保險，則可以根據就業保險法之規定
申請失業津貼給付，以保障其短期經濟所得之安全。再者，案妻可以領取地方政府所發給
之身心障礙者津貼。倘若家庭經濟確實陷入貧困，短期可先申請馬上關懷服務，長期則可
以申辦低收入戶，如經通過，其子亦可領取各種補助。在我國社會救助法中，有提供許多
短期性的補助方案，俾利經濟弱勢者可以順利通過勞動體系之考驗。
兒童照顧服務：內政部於 98 年提出「擴大推動弱勢家庭兒童及少年社區照顧服務計畫」，
針對近貧家庭，提供各類扶助服務。在「強化家庭服務體系，尊重多元價值」的理念下，
導入以「家庭」為中心，具性別主流化思維的政策理念，積極結合民間資源提供支持或補
充性教育或養育兒童及少年功能的服務，建立在地化福利服務體系，期能預防或協助解決
家庭問題，避免兒童及少年受到疏忽，減少偏差行為或犯罪事件，培養兒童及少年身心健
全發展，保障兒童及少年權益。
身障者居家照護：案妻為重度身障者，可以申請到宅居家照護服務。我國身心障礙者權益
保障法即規定，對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應依多元連續服務原則規劃辦理。身心障礙者經
濟安全保障，採生活補助、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補助、照顧者津貼、年金保險等方式，
逐步規劃實施。此外，地方政府應針對心智發展遲緩或障礙者的服務，提供包括：住宿服
務（含大型機構及社區式機構）、就業服務、健康照護服務及家庭支持方案等。社區式服
務應朝向個別化設計，以真正滿足身心障礙者需求：除上述居家式服務的支持，可近性和
適切性的社區服務，對於居住在社區中的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而言，亦是重要的需求。
綜上所述，當前我國福利法規，已有針對弱勢國民應受到之服務與保障措施明文範定，縣市
政府與民間組織亦提供各類型短、中期服務方案，幫助這些弱勢家庭維持基本生存能力。包
括支持性、補充性與替代性服務。
  下列何者係一種反對「工作福利政策」的論述？
「工作福利政策」本質上忽視福利依賴問題的嚴重性
「工作福利政策」強調人們的工作福利權衍生新的福利依賴
「工作福利政策」忽視種族、性別不平等所造成的貧窮問題
「工作福利政策」是一種保守的、反全球化潮流之不合時宜的政策
  「最弱勢者優先受惠」原則，係基於下列何種價值的社會福利實施原則？
福利效率
分配正義
公民基本權利 案主最佳利益
  偏好「制度性再分配」之社會政策主張者，主要係基於下列何種理由？
為降低資本主義社會的成本
為增加資本主義社會的安定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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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彌補資本主義經濟結構不公的缺失
為提升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的效率
主張社會福利的規劃須以能增強人們的工作動機才具正當性之社會政策價值觀，大致較
契合下列那種社會政策模式？
英美自由主義模式
北歐社會民主模式
南歐地中海模式
歐陸組合主義模式
20 世紀後半葉西方社會發生所謂的「新社會運動」，下列何者並非屬於「新社會運動」
下的福利意識形態？
批判福利國家缺乏性別意識，追求性別平等的女性主義
批判資本主義剝削，追求階級平等的社會主義
反對種族主義，追求族群平等的多元文化主義
反對單一理性過度決定，追求免於各種結構性壓制的後現代主義
有些社會偶發事件，往往激發社會大眾的集體意識，從而直接或間接推動社會福利政策
方案排進議程。這類的社會偶發事件，可歸為那種社會政策形成的因素？
情境因素
結構因素
文化因素
環境因素
「僱用曾受專業之社會作人員，負責推進各項工作」的主張，係源下列那個政策？
民國 54 年的「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
民國 58 年的「現階段社會建設綱領」
民國 70 年的「貫徹復興基地民生主社經濟建設方案」
民國 83 年的「社會褔利政策綱領」
「社會排除」概念在全球的泛流通，係與下列何者有關？
馬克思主義者的倡導
多元文化主義者的行銷
法國社會褔利學者的創用
歐盟（ＥＵ）的政策主張
１９８０年代歐洲「褔利國家」之所以陷入財務危機，大致與舉辦下列何種社會褔利制
度最為有關？
個別性社會褔利服務
全民健康保險
年金保險
社會救助
下列何者與褔利國家危機的原因相對較無相關?
褔利多元主義政策徒增褔利國家的複雜化
褔利國家妨礙了市場經濟運作的效率
人口老化造成褔利國家越來越沉重的負擔
全球化帶來許多空前的衝擊壓力使褔利國家拙以因應
強調利用兩性先天本質差異建構出來的性別壓迫，是一切不平等的根源，並特別關注家
庭暴力議題的女性主義是：
自由的女性主義
社會主義的女性主義
激進的女性主義
後現代的女性主義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那兩種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列？
社會救助、國民就業
社會保險、社會救助
國民就業、醫療保健
社會救助、褔利服務
現行老人福利法中有關「特別照顧津貼」的規定，下列何者正確？
重度以上失能之中低收入老人未接受收容安置者，得申請發給特別照顧津貼
重度以上失能之中低收入老人領有生活津貼，實際由家人照顧者，照顧者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發給特別照顧津貼
特別照顧津貼請領資格、條件、程序、金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中低收入老人未接受收容安置者，未領有生活津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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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現行老人福利法之規定，老人照顧服務應遵循那些原則規劃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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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在地老化、在家老化及多元文化原則規劃辦理
依在家老化、在地老化及多元連續服務原則規劃辦理
依全人照顧、在地老化及多元化服務原則規劃辦理
依全人照顧、在地老化及多元連續服務原則規劃辦理
依現行兒童及少年福利法之規定，社會工作人員在兒童及少年保護上，主要扮演下列何
種專業職責？
在兒童及少年有遭受重大危險傷害威脅時，社會工作人員應立即向主管機關通報並協
助調查，至遲不得超過 24 小時
安置期間，兒童及少年接受訪談、偵訊、訊問或身體檢查，應由社會工作人員陪同，
並保護其隱私
社會工作人員對於安置期間期滿，兒童及少年返回其家庭後，應續予追蹤輔導一年
為確保兒童及少年最佳利益，必要時社會工作人員得代覓寄養家庭
在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中，明文規定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有三，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參與有關身心障礙者身分之專業鑑定及評估；當身心障礙者受到不當對待危害時負有
通報責任；刑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時，得擔任輔佐人
當身心障礙者受到不當對待危害時負有通報責任；刑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身心障礙
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時，得擔任輔佐人；當身心障礙者必須接受訪談、偵訊、訊問或身
體檢查，陪同之並保護其隱私
參與有關身心障礙者身分之專業鑑定及評估；當身心障礙者受到不當對待危害時負有
通報及協助調查之責任；刑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身心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時，得
擔任輔佐人
參與有關身心障礙者身分之專業鑑定及評估；當身心障礙者受到不當對待危害時負有
通報及協助調查之責任；當身心障礙者必須接受訪談、偵訊、訊問或身體檢查，陪同
之並保護其隱私
民國 69 年，我國通過社會福利三法。請問：該年通過的是哪三個法案？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社會救助法、兒童福利法
殘障福利法、社會救助法、兒童福利法
殘障福利法、社會救助法、老人福利法
兒童福利法、少年福利法、老人福利法
下列何者不屬於民國 93 年社會福利政策綱領之制定原則？
包容弱勢國民 投資積極福利 整合服務資源 因應全球變遷
晚近我國社會救助法朝明定及限縮「家庭人口之計算範圍」之方向修法，其主要用意大
致較接近下列何者？
避免福利依賴之類的道德風險發生
反應社會變遷需求
防範救助資源重複浪費
便於計算家庭總收入
根據家庭暴力防治法，保護令除下列何種保護令外，應於核發後 24 小時內發送當事人、
被害人、警察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臨時保護令
緊急保護令
通常保護令
暫時保護令
依據社會工作師法，社會工作師及專科社會工作師執業，應接受繼續教育，並多久提出
完成繼續教育證明文件，辦理執業執照更新？
每三年
每四年
每六年
每八年
下列何者並非公益勸募條例所稱之勸募團體？
各級學校
行政法人
公益性社團法人財團法人
我國對於原住民福利服務的相關立法並不多，請問「政府應積極辦理原住民族社會福利
事項，規劃建立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系，並特別保障原住民兒童、老人、婦女及身心障
礙者之相關權益。」之規定，係出自那個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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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福利基本法
原住民福利基本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基本權益保障法
下列有關「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的敘述，何者不正確？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的前身，原名稱為「特殊境遇婦女輔助條例」
特殊境遇家庭申請緊急生活扶助，應於事實發生後六個月內，檢具戶口名簿影本及其
他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或由鄉（鎮、
市、區）公所、社會福利機構轉介申請
特殊境遇家庭符合規定申請緊急生活扶助者，按當年度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用標準一倍核發，每人每次以補助 3 個月為原則，同一個案同一事由以補助一次為限
特殊境遇家庭符合規定，並有 15 歲以下子女或孫子女者，得申請子女生活津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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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之一，每
年申請一次
下列何者並不符合「性別歧視之禁止」原則？
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等，不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
待遇。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不在此限
雇主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不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但基於年資、獎懲、
績效因素之正當理由者，不在此限
受僱者有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雇主不得以其為解僱之理由，但工作規
則；勞動契約或團體協約有事先約定者，不在此限
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教育、訓練或其他類似活動，不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
待遇
依據老人福利法，下列何者不屬於老人經濟安全保障逐步規劃實施之項目？
年金保險制度 生活津貼
三節禮金
特別照顧津貼
根據兒童及少年福利法，滿幾歲之兒童及少年被收養時，兒童及少年之意願應受尊重？
6歲
7歲
 10 歲
 12 歲
根據兒童及少年福利法，政府應規劃實施未滿幾歲之兒童及少年之醫療照顧措施，必要
時並得視其家庭經濟條件補助其費用？
6歲
 10 歲
 12 歲
 18 歲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身心障礙者對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有異議者，可以書面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並以幾次為限？
一次
兩次
三次
四次
根據家庭暴力防治法，法院核發下列何種保護令時，得不經審理程序？
暫時保護令或緊急保護令
短期保護令或特別保護令
通常保護令或長期保護令
通常保護令或特別保護令
依據精神衛生法，嚴重病人依相關規定接受強制社區治療之費用，其不屬全民健康保險
給付範圍者，由下列何者負擔？
病人家屬
地方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病人家屬及地方主管機關共同負擔
認為社會政策與立法，其實無法完全理性，而是根據先前施政的經驗逐步修正的，是下
列那一種模型的主張？
漸進模型
制度學派模型 公共選擇模型 政策過程模型
社會福利政策綱領，不包括下列何項描述？
社會津貼應針對社會保險未涵蓋之給付項目，因國民特殊的需求而設計，非以所得高
低作為發放與否的根據
因應勞動市場彈性化的趨勢，政府應保障各類勞工之勞動基準
建立照顧管理機制，整合各類服務與資源，確保服務提供的效率與效益

共6頁 第5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公職王歷屆試題
 

 

 

 

 

 

 

(99 專技高考)

政府應建構以社區為基礎的心理衛生服務系統，推動分級預防工作
馬歇爾(Thomas Humphrey Marshall)所謂公民資格(Citizenship)的發展，不包括以下何
種權利？
公民權(Civil rights)
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
社會權(Social rights)
統治權(Governance rights)
以下關於福利的模型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德國俾斯麥模式主張是以社會救助為主
英國貝佛里奇模式是以社會救助為主
德國俾斯麥模式是以受僱者為主要對象
英國貝佛里奇模式是以受僱者為主要對象
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由親屬所提供的居家服務屬於正式體系的社會福利
由社區協會所提供的居家服務屬於正式體系的社會福利
由縣市政府所提供的居家服務屬於正式體系的社會福利
由企業所提供的居家服務屬於正式體系的社會福利
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新公共管理是近年來社會福利變革中重要的趨勢
政府與民間可以在資源、輸送體系、政策規劃與評估等方面合作
英國學者紀登斯所謂的第三條路，指的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福利的整合
福利多元主義，包括政府、企業、非營利組織、社區與家庭
Richard Titmuss 曾將福利分為三類，請問下列何者不屬於其分類？
社會福利(Social welfare)
職業福利(Occupational welfare)
財政福利(Fiscal welfare)
公共福利(Public welfare)
參與政府主管機關辦理之脫貧方案之低收入戶，於方案執行期間，若家庭總收入平均分
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超過當年度最低生活費者，是否仍能保有低收入戶資格？請指出
下列何者正確？
只要繼續參與方案，就仍能保有低收入戶之資格
未超過當年度最低生活費之 2.5 倍者，仍保有低收入戶之資格
未超過當年度最低生活費之 2 倍者，仍保有低收入戶之資格
未超過當年度最低生活費之 1.5 倍者，仍保有低收入戶之資格
世界銀行對於年金體制的看法，主張老年所得三大支柱，以下何者不屬於此三大支柱？
強制性公共管理支柱
自願性公益支柱
強制性民間管理支柱
自願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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