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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樹林高中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中一公民科試題 
命題範圍：翰林公民第 2冊第 1.2 單元 

請將答案畫在答案卡上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選擇題：1～30 題，每題 2.5 分 

1. 台東賣菜阿嬤陳樹菊，捐出辛苦賣菜錢行善，因此獲美

國時代雜誌評選為 2010 年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英

雄類第八名。請問：她的行

為表現，符合哪一種現代公

民的基本素養？ (A)秉持

尊重理性 (B)遵守公共秩

序 (C)維護公眾利益 (D)

培養公共道德。 

2. 英國首相威爾遜在一次演講中，臺下突然有個搗蛋分

子，高聲打斷他：「狗屎！垃圾！」威爾遜雖然受到干擾，

但他不慌不忙的說：「這位先生，請稍安勿躁，我馬上就

要講到你提出的環保問題了。」全場不禁為他的機智反

應鼓掌喝采。請問：看了上述關於衝突的實例，面對衝

突，我們該怎麼做？ (A)委屈自己、盡量忍讓 (B)放

棄權益、成全對方 (C)尊重包容、理性對話 (D)堅持

己見、永不妥協。 

3. 台南市無黨聯盟議員要求市政府編列議員工程款，遭到

市長拒絕，議員在議會公開嗆聲，發動杯葛市政總預算，

府會關係陷入僵局。請問：上述內容中，看到了哪種互

動方式？ (A)合作 (B)競爭 (C)衝突 (D)順應。 

4. 全國家庭團體聯盟是由一群關心教育的家長組成，以支

持並成就每一個孩子的生命為目標，致力於澄清台灣教

育價值觀的「愛你一輩子守護團」。請問該聯

盟是屬於何種功能取向？ (A)情感取向 

(B)工作取向 (C)服務取向 (D)教育取向。 

5. 電影「艋舺」熱賣，片中台詞「意義是什麼東西，我只

聽過義氣，沒聽過意義啦」成了年輕人的

口頭禪，也帶起刺青、花襯衫等造型的

流行。請問：這種現象的形成，是受到

何者的影響？ (A)家庭 (B)學校 (C)

同儕團體 (D)傳播媒體。 

6. 為抗議"責任制"遭雇主濫用、過勞死事件頻傳，台北市

產業總工會發動過勞職災家屬及工會團體至勞委會抗

議。請問：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屬於哪一類型的團體？ (A)

營利團體 (B)職業團體 (C)政治團體 (D)社會團體。 

7. 臺南、高雄市立委補選，國、民兩黨都動員為黨籍候選

人造勢拜票，爭取選民支持。請問：兩政黨之間的互動

是屬於哪種方式？ (A)衝突 (B)競爭 (C)合作 (D)

交換。 

8. 有人用拼圖來形容一個社會，認為每個人都是其中一塊

拼圖。請問：關於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A)每個人在社會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每個角色都

不容忽視 (B)人不能離開群體單獨生活，必須積極參與

社會生活 (C)每個人都能對社會發揮影響

力，社會的進步需大家共同努力 (D)社會

成員具差異性，獨善其身才不會惹禍上身。 

9. 根據「全國青少年媒體使用行為研究調查」顯示，青少

年平均一週使用網路時間最長（16.1 小時），其次是看電

視（15.36 小時），網路及電視對青少年的影響力甚大！

所以在使用各種媒體時，應具備何種態度？ (A)要自主

思考，慎選優質的媒體 (B)應全面禁止青少年使用媒體 

(C)要求媒體減少節目播放時間 (D)媒體傳遞的訊息一

律照單全收。 

10. 右圖是某民意代表自我介紹 

的繪圖。根據圖中的內容判 

斷，他最可能是在探討下列 

哪一個主題？ (A)社會組織 

(B)社會階級 (C)社會流動  

(D)社會角色。 

11. 報導指出一名五歲男童，疑似長期被媽媽關在後陽台當

狗養，當員警發現時，他骨瘦如柴，不會講話，只會發

出嗚嗚的聲音。由以上的敘述可知，五歲童長期被隔離，

無法進行什麼過程？ (A)生活化 (B)現代化 (C)文明

化 (D)社會化。 

12. 靜香利用週休假期與同學一起至美術館

看畫展。在入口處看到如右標誌，但仍

有民眾趁著館方人員不注意，偷偷拍

攝。請問：這些民眾缺乏何種公民素養？ 

(A)秉持尊重理性 (B)遵守公共秩序 

(C)維護公眾利益 (D)追求社會正義。 

13. 「益友，如入芝蘭之室般，久之亦能沾染其香；損友，

如投入惡臭之池中，片刻即能染其臭」。這句話說明社會

化過程中，何種因素影響我們甚深？ (A)家庭 (B)學

校 (C)同儕團體 (D)傳播媒體。 

14. 下列關於「團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人民有加入

團體的權利與義務 (B)每個人只能參加一個團體 (C)

必須年满 20 歲才能加入團體 (D)人民依法有組織團體

的自由。                             背面尚有試題 

可信賴的朋友 

體貼的丈夫 

孝順的兒子 

稱職的父親 

認真的立委 

忠誠的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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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是沒人
性，為何要虐
待流浪狗。

我是好心驅趕
野狗，竟說我虐
狗，告你誹謗。

回家陪孩子吃
晚餐？

留在公司加班
衝業績？ 

15. 華仔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 

，如右圖。請問：由此可凸 

顯出哪一個社會化途徑的重 

要性？ (A)家庭 (B)學校 

(C)同儕團體 (D)傳播媒體。 

16. 劉董是幸福玩具公司的負責人，為能增加玩具業者間的

交流，加強行銷拓展市場能力。請問：他該加入哪個團

體？ (A)工會 (B)公會 (C)宗親會 (D)同鄉會。 

17. 美美是位優秀的律師，以下有關她參與團體類型的配

對，何者正確？ (A)法律扶助基金會--工作取向職業性 

(B)憲改聯盟--工作取向政治性 (C)律師公會--關係取向

職業性 (D)慈濟基金會--關係取向社會性。 

18. 下列是小夫寫的報告內容，請問何者正確？  

 公會 工會 

(A)成員 
由經營同一行業的

公司、行號所組成 
由同類工作性質的

人民所組成 

(B)宗旨 保障勞工的權益 維護同業間的公益 

(C)類型 職業團體，工作取向 職業團體，關係取向

(D)實例 台灣鐵路公會 會計師工會 

19. 現今社會中有許多人積極組織各種人民團體，為共同關

注的議題或理念而努力；團體成員依據個人的能力，主

動參與各種社會務的推動。下列何者不屬於人民團體？ 

(A)國民黨 (B)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C)創世基金會 (D)

世界展望會。 

20. 下列漫畫中的兩人，正處於何

種狀態的社會互動？(A)合作 

(B)交換 (C)競爭 

(D)衝突。 

 

21. 中國作家沈寧來到臺北，忍不住讚美臺灣人的素質文明

高，以台北捷運為例，車廂裏幾乎沒有人會大聲說話；

無論等車的人再多，乘客都會很自覺地排隊，絕不亂擠；

上下扶梯，會空出左半邊，讓趕路的人走，井然有序。

由此觀來，臺灣人表現出下列哪種人際互動的基本素

養？ (A)秉持尊重理性 (B)遵守公共秩序 (C)追求社

會正義 (D)維護公眾利益。 

22. 如右圖所

示，請問

主角面臨的

情況屬於下列哪種概念？ 

(A)性別角色 (B)社會角色 

(C)家務分工 (D)角色衝突 

23. 社會互動的方式很多，下圖的互動何者是屬於「合作」？ 

(A)                     (B)             

 

 

 

(C)                       (D)                 

 

 

 

24. 台灣特有的白海豚(媽祖魚)，因沒受到好好保護，數量已

大量減少，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等環保團體發起「全民

來認股，守護白海豚」活動，號召全民一起來搶救瀕臨

絕種的白海豚。請問：下列哪個團體的性質與台灣媽祖

魚保育聯盟相同？ (A)台灣團結聯盟 (B)漁會 (C)台

大校友會 (D)憲改聯盟。   

25. 台灣路竹醫療和平會透過義診、宣導健康衛教觀念等方

式，在國內外醫療不足地區，提供醫療服務。請問：依

人民團體法的分類，下列哪個團體和台灣

路竹醫療和平會屬同類型？ (A)台灣團

結聯盟 (B)醫生公會 (C)雲林同鄉會 

(D)商會。 

26. 小杉上網查到某政府

機關的網站，如右

圖。請問：這是哪個

機構？ (A)法務部 

(B)外交部 (C)內政

部 (D)國防部。 

27. 近年來全球天災不斷，很多都是因為人類的破壞造成，

台灣的綠黨組「地球保衛隊」，持續推動青年參政，關注

環保、農業、勞工、性別正義等議題，讓政治回歸生活，

帶給台灣社會不一樣的視野。依人民團體法，綠黨是屬

於何種類型的團體？ (A)環保團體 (B)社會團體 (C)

政治團體 (D)職業團體。 

28. 承上題，下列哪個團體和綠黨性質相同？

(A)綠色消費者基金會 (B)雲林同鄉會 

(C)台灣團結聯盟 (D)農會。 

29. 請問：(甲)憲改聯盟 (乙)律師公會 (丙)法律扶助基金會 

(丁)司法改革基金會 (戊)廢死聯盟。這些團體中，何者

性質相同？ (A)甲乙丙丁 (B)乙丙丁戊 (C)丙丁戊 

(D)乙丙丁。               尚有試題，請繼續努力！ 

學父抽菸 4 歲童變老菸槍 
【地方中心／高雄報導】

高雄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開設

的戒菸班日前發現，一名年僅 4
歲的男童竟然吸菸成癮，這個男

童只因為天天看父親吸菸，好奇

之下竟然有樣學樣… 

豪門家族爭奪千億家

產，不惜對簿公堂 
大家同心協力，贏得

冠軍 

百米賽跑，為求勝利 
，全力衝刺 

用功讀書，希望拼上

國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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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蕾蕾上週與同學一起參加某公益團體舉辦的

「運動紓壓，樂動少年」活動，該團體曾推

出如右圖的卡通人物來向青少年宣導「我運

動，我不吸菸」。請問：這是哪個公益團體？ 

(A)創世基金會 (B)勵馨基金會 (C)董氏基

金會 (D)陽光基金會。 

二、題組：31～40 題，每題 2.5 分 

【題組一】：「事業線」話題從去年開始成為最夯

流行語，媒體不避諱的猛聊事業線，

彷彿只要女星露出事業線，就成功搏

到版面。現代婦女基金會認為，這是

物化女性，顯示性別平等教育徹底失敗，把身材

和能力表現聯想在一起，會導致價值觀念的偏差。 

請回答 31～34 題的問題： 

31. 年輕美眉誤認為要像女藝人一樣，擁有姣好身材，才能

擁有成功的事業或家庭，所以力行豐胸計畫。請問：上

述現象，是受到何者社會化途徑的影響？ (A)家庭 (B)

學校 (C)同儕團體 (D)傳播媒體。 

32. 各家媒體為爭奪收視率頻出怪招，連續劇上演呼巴掌、

吊掛火烤、水潑事業線等戲碼，引發網友熱烈討論。這

是因媒體間的何種互動方式引發的媒體亂象？ (A)合

作 (B)競爭 (C)衝突 (D)同化。 

33. 有關傳播媒體的敘述，何者有誤？ (A)藉由傳播媒體可

接收各種資訊 (B)媒體會在無形中影響閱聽人的行為

模式與價值觀 (C)看電視、上網已成為人們最常從事的

休閒活動之一 (D)社會大眾有知的權利，政府不能限制

媒體的言論自由。 

34. 下列是現代婦女基金會

的小檔案。從內容判斷，

它的類型為何？ (A)關

係取向社會性 (B)工作

取向社會性 (C)關係取

向職業性 (D)工作取向

政治性。 

【題組二】：法務部一口氣執行槍決五名死刑定讞被告，再

度引發廢死爭議。根據近十年來的民調，始終有近八成民眾

反對廢除死刑，但若提到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替代死刑，

就有超過一半的民眾表示贊成廢除死刑。 

請回答 35～38 題的問題： 
35. 死刑存廢的爭議，引起支持與反對者的激烈爭辯，雙方

基於立場不同而互相攻訐，這屬於下列何種互動方式？ 

(A)衝突 (B)合作 (C)交換 (D)競爭。 

36. 法務部再度執行死刑，引起 

「廢死聯盟」的抗議，批評 

政府違反「國際人權公約」， 

發表聲明如右。請問：「廢 

死聯盟」是屬於何種取向的 

團體？ (A)利益取向 (B) 

興趣取向 (C)關係取向  

(D)工作取向。 

37. 要化解死刑存廢的爭議，支持或反對的雙方應發揮何種

人際互動的基本素養，才能進行法理的討論？ (A)秉持

尊重理性 (B)遵守公共秩序 (C)追求社會正義 (D)維

護公眾利益。 

38. 我國人民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加入「廢死聯盟」或任何一

個人權團體，這是源於哪一部法律的保障？ (A)世界人

權宣言 (B)聯合國憲章 (C)人民團體法 (D)中華民國

憲法。 

【題組三】：看完下列漫畫，請回答 39～40 題的問題： 

1→ 2→

3→ 4→ 

5→ 6 
《取材國語日報少年法律專刊》 

39. 小福因參加幫派組織而遭到警方逮捕，訊問過後，警方

依法將組織成員移送法辦。請問：此法指的是何者？ (A)

人民團體法 (B)憲法 (C)檢肅流氓條例 (D)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 

40. 強哥被捕很生氣，認為警方嚴重侵犯他的結社自由。請

問：關於結社自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結社自由

是自古以來人民的基本權利 (B)《人民團體法》規定人

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C)組織幫派要依法向政府申

請登記 (D)結社自由的範圍是有限制的。 

試 題 結 束

新聞聲明 
政府左手簽署人權公約，右
手繼續殺人…，今晚我們不
說話了，獻上 5 盞燭光、5
片黑紗，為台灣祈禱。祈禱
有一天兩公約能真正成為
台灣的人權價值。而廢除死
刑推動聯盟會繼續努力... 

現代婦女基金會 
宗旨：針對人身安全受創之婦女，

提供提供全面性關懷服務，

倡導政府建立相關法令與制

度，建構安全、平等的友善

社會環境，使婦女免於暴力

傷害，積極迎向陽光、開創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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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樹林高中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中一公民科試題(解答) 
命題範圍：翰林公民第 2冊第 1.2 單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C C C B D B  B D A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C D A B B A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D B C C C C C C 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 B D B A D A D D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