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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科：社會行政 

科目：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張庭老師解題 

甲、中論題部分：(50 分)

一、試說明「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找出需要幫助的人」的工作重點與推動策略為何？並

申論有何改進之處？（25 分） 

【破題關鍵】 

★(最多 5 顆星)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 2 期的規劃重點+推動策略 

【使用學說】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第 2 期 

【擬答】 

工作重點 

補強精神衛生體系與社區支持服務：透過布建 71 處社區心理衛生中心、49 處精神障礙

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等措施，提升精神疾病之預防與治療，減少精神疾病患者或疑似精

神疾病患者觸犯刑罰法律。 

加強司法心理衛生服務：設置 1 處司法精神醫院及 6 處司法精神病房，俾執行分級、

分流處遇及定期評估執行成效，並建立社區銜接機制，協助精神疾病患者逐步復歸社

區。 

強化跨體系、跨專業與公私協力服務：整合社衛政與教育、勞政、警政、法務等體系橫

向合作，並補助民間團體專業人力辦理各類專精服務方案，提升現行各服務體系效能，

綿密跨網絡合作機制。 

持續拓展家庭服務資源與保護服務：強化公私協力合作充實及拓展社區親職育兒支持網

絡、親職合作伙伴、社區式家事商談、社區療育服務資源及鄰里方案、社區兒少支持服

務方案、推廣社區兒少活動、社區身心障礙者支持方案、社區老人支持方案等，以滿足

家庭多元需求。另透過補助 10 處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及推動兒少家庭促進追蹤

訪視關懷服務方案、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創新方案等項目，深化保護服務工作。 

提升專業傳承與加強執業安全：提供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學生兼職工讀機會，提高畢業生

未來投入社工職場工作意願；另於各服務中心設置保全，加強安全防護機制。 

推動策略 

策略一：擴增家庭服務資源，提供可近性服務。 

因應脆弱家庭需求發展個別化及專精服務 

發展實證基礎的脆弱家庭服務 

從網絡合作推進到扎根社區的關懷互助 

策略二：優化保護服務輸送，提升風險控管 

結合公衛醫療資源，發掘潛在兒虐個案 

提升通報準確度及精進風險預警評估機制 

強化以家庭為中心之多元服務與發展 

透過夥伴關係，提升公私協力服務量能 

布建與發展性侵害創傷復原服務 

精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 

強化跨網絡一起工作機制

http://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110普考) 

共 7頁 第 2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策略三：強化精神疾病及自殺防治服務，精進前端預防及危機處理機制 

建構心理衛生三級預防策略，加強前端預防 

結合社區醫療資源，提升疑似精神病人轉介效能 

 

 

 

自殺通報個案服務量能，加強網絡人員自殺防治觀念 

策略四：強化部會網絡資源布建，拓展公私協力服務 

落實垂直／水平分層級協調機制 

強化藥癮個案管理服務網絡合作與服務效能 

強化教育體系與跨部會體系之服務連結 

強化勞政網絡合作機制，提升弱勢族群及青少年就業服務效能 

強化少年輔導工作跨網絡連結 

強化法務體系與其他服務體系之銜接 

 
 

二、依據我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所稱之兒童或少年性剝削行為為何？並申論如何防制

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之產生？（25 分） 

【破題關鍵】 

 (最多 5 顆星)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定義與措施 

【使用學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擬答】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使兒童或少年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

或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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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 

防制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獨立預算、專職人員及專線，確保防制業務的落實： 

主管機關應獨立編列預算，並置專職人員辦理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業務。 

內政、法務、教育、國防、文化、經濟、勞動、交通及通訊傳播等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涉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業務時，應全力配合並辦理防制教育宣導。 

預防與處遇並重，可防制性剝削風險或二度傷害： 

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每學年應辦理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教育課程或教育宣導。 

事件發生時的報告、救援、安置、保護、訴訟程序，事後的輔導教育、對加害者的處

罰等皆有明確規範。 

訂有加強親職教育輔導、實施家庭處遇計畫等明確規範。 

強調社工人員角色與職責，確保受害者的權益： 

警察及司法人員於調查、偵查或審判時，詢（訊）問被害人，應通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指派社會工作人員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中途學校應聘請社會工作、心理、輔導及教育等專業人員。 

公私協力辦理防制業務，落實連續性與全面性服務：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涉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業務時，應全力配合並辦理防制教

育宣導。 

結合民間資源，提供選替教育及輔導。 

 

乙、測驗題部分 

  第三條路所主張的福利措施，下列何者正確？  

社會福利應該交由市場所主導   

社會福利應該著重齊頭的平等  

社會福利應該走向社會投資國家的建立  

社會福利應集中在經濟安全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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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選擇性的福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必須經過資產調查才能取得  強調人民有使用福利的社會權  

較不會造成恥辱的烙印感  加速社會的整合和團結 

  政府於 2018 年實施長照 2.0 政策，將服務分為 ABC 三級，關於 A 級角色，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 級是指巷弄照顧站，提供臨近住所延緩失能的服務  

 A 級是社區整合服務中心，為失能者擬定照顧計畫及連結長照服務  

 A 級是複合型日間服務中心，約國中學區的距離  

 A 級是主要提供社會參與、共餐服務和預防失能的服務單位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列那一個狀況，明文規定社會工作人員應陪同兒童與少年 

接受訪談、訊問或身體檢查？  

兒童與少年進行身心障礙重建評估時 兒童與少年進行早期療育之特殊照顧時  

兒童與少年在收出養媒合期間時 兒童與少年在安置期間時 

  下列何種理論觀點認為社會政策是基於各種利益相互競逐的狀態下而制定？  

菁英論  國家中心論  多元論  權力資源理論 

  下列何法是我國第一個普及性的福利立法？ 

國民年金法  全民健康保險法 老人福利法 勞工保險條例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對於執行兒少福利業務人員，在執行業務知悉兒少有安 

置和保護的情況，應向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幾小時？ 

 4   24   48   72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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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早期療 

育特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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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歲   3 歲   5 歲   6 歲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品零售店、限制級電子 

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場所，應 

距離幼兒園、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多少公尺以上，並檢附證明文件，經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登 

記後，始得營業？  

 100 公尺   200 公尺   300 公尺   500 公尺 

  108 年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以曝險少年來去除標籤效應，這項修法的重點，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將現行 7 類事由增加為 13 類，以涵蓋曝險少年的行為範圍  

司法介入先於行政輔導，讓少年儘速回歸正途  

以福利補足和權利主體的角度，來看待曝險少年  

未來曝險少年將先由少年福利服務中心結合各類資源進行輔導，必要時請求少年法院協助處理 

  關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列那一項規定，實踐了全人觀點，將障礙視為是人與環境互動下 

的產物？  

有關通報和保護的規定  

有關生涯轉銜和連續性服務的規定  

以 ICF 做為障礙者的福利服務資格認定  

有關障礙者家庭生活品質之照顧服務的規定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對保護令時效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保護令除緊急保護令外，應於核發後 3 日內發送當事人、被害人、警察機關及直轄巿、縣

（巿） 主管機關  

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 2 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  

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 3 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  

保護令除緊急保護令外，應於核發後 2 日內發送當事人、被害人、警察機關及直轄巿、縣

（巿） 主管機關 

  家庭暴力防治法乃針對家庭成員的不法侵害行為的防止，此法所謂的家庭成員，下列敘述何者 錯

誤？  

包含前配偶   包含曾有同居關係者 

包含直系姻親   包含六親等以內的旁系血親 

  依據 Marshall（1964）就英國福利政策的歷史發展，將公民權利（citizenship）分成三個部

分，不 包括下列何者？  

公民權（civil right）  政治權（political right）  

健康權（health right）  社會權（social right） 

  根據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所包含的特殊境遇的家庭類型，不包括下列那一類家庭？  

家庭暴力受害家庭  單親家庭  

祖孫家庭   因債務致生活困難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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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救助法中關於自立脫貧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由中央依稅收，統一辦理積極自立脫離貧窮的方案  

參與自立脫貧的家戶，不以中低收入戶為限  

參與自立脫貧的家戶，因措施所增加的收入不計入家庭總收入  

自立脫貧的家戶不能請領福利資格的生活津貼 

  根據老人福利法，下列那一項不屬於保護措施的範圍？ 

老人因無人扶養，導致生活陷於困境  

老人因直系血親卑親屬對其遺棄，導致生命健康等危難  

執行老人福利業務之相關人員，知悉老人有疑似受虐之情況，應通報主管機關  

老人若列冊低收入戶者，若未接受收容安置，得申請生活津貼 

  村（里）幹事是若發現其村（里）內有身心障礙者遭遇下列何類事項，不是村（里）幹事需進行 

責任通報的範圍？  

有人利用身心障礙者行乞或供人參觀  

有人利用身心障礙者為犯罪或不正當之行為  

身心障礙者遭人身心虐待  

身心障礙者遭人詐欺財物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接受政府轉介相關就業服務，而增加的工作收入，最長於 

多久期間內得免計入家庭總收入？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社會救助法中規定「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依基本工資計算其工作收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8 歲以下人口皆不列入計算  

 25 歲以下青年因在學而致不能工作者，不列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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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歲到 20 歲，雖未繼續升學，不列入計算  

婦女自分娩後 1 個月到 6 個月內，因生產致不能工作者，不列入計算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年滿 60 歲有保險年資者，得依規定請領老年給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險年資合計滿 15 年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保險年資未滿 15 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  

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給付者，可重新加保但年資不累計  

被保險人擔任危險工作合計滿 15 年，年滿 55 歲，並辦理離職退保者，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依據社會工作師法，關於社會工作師事務所設立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申請設立的社會工作師，應執行業務一年以上 

申請設立的社會工作師，應執行業務三年以上 

申請設立的社會工作師，應執行業務五年以上  

申請設立的社會工作師，應執行業務十年以上 

  商業部門參與提供福利服務，可以用下列那一種觀點來解釋？  

福利多元主義  

福利集中化  

國家提供人民「從搖籃到墳墓」的基本生活保障  

福利服務志願化 

  社會工作師執行業務時，對於應撰寫的社會工作紀錄，應保存多久？ 

保存期限不得少於三年 保存期限不得少於五年 

保存期限不得少於七年 保存期限不得少於十年 

  依據就業保險法投保對象的規定，排除了某些人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排除參加公教人員保險的對象 排除參加勞工保險的對象 

排除參加軍人保險的對象 排除已領有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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