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年____班 座號____ 姓名_____________ 

高雄市立正興國中 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 第一次段考 公民科 二年級 試題 
科目代號：08 
一、 選擇題：  
1. 下列何種權利為我國憲法所明定兼具「權利與義務」雙重性質？（A）工作權（B）國民教育權（C）財產權（D）

生存權。 
2. 下列屬於「法律」哪幾項？（甲）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行細則（乙）性騷擾防治法（丙）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

別條例（丁）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參展安全規則（戊）地方稅法通則 
（A）甲乙戊（B）乙丙丁（C）甲乙丁（D）乙丙戊。 

3. 甲是《社會秩序維護法》，乙是規定總統的職權，丙是《公民投票法施行細則》，請依「位階」由高而低排列其順

序 （A）乙甲丙（B）乙丙甲 （C）丙甲乙 （D）甲乙丙。 
4. 隨著青少年與學生族群對部落格的接納度與使用度日益提高，部落格的應用有漸為普及的趨勢，許雅均利用電腦網

路散布對他人不實的言論，致使他被法院認定構成誹謗罪，這是因為許雅均濫用了《憲法》賦予人民的哪一種權利？ 

(A)受益權 (B)平等權 (C)自由權 (D)參政權。 
5. 《憲法》是萬法之源，而法律只是維持人與人之間互不侵犯的最低標準，對於兩者的敍述下列何者有『誤』？ 

（A）兩者效力之強弱不同（B）憲法所規定的是基本權利，法律則是規定基本義務（C）兩者制訂之程序不同（D）

若有疑義時均由司法院大法官負責解釋。 
6. 為了興建高雄捷運，政府徵收人民土地並給予補償，但部份地主認為補償費太低而造成其權益受損，請問：政府基

於何種理由可以強行徵收土地而不構成違憲問題？（Ａ）防止妨礙他人自由（Ｂ）避免緊急危難（Ｃ）維持社會秩

序（Ｄ）增進公共利益。 
7. 依據H1N1新型流感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會議決議，教育部據以公布「因應新型流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

補習班開學後防治及停課建議」，預防學校疫情發生。因此學生在校期間學校應主動為學生量體溫，且班導師或授

課教師應注意學生是否有發燒等類流感症狀。請問：據此各級學校班導師規定學生每天早上進教室前要量體溫，此

一規定是屬於何種法令？（ A）授權命令（ B）職權命令（ C）法律（ D）行政法。 
8. 人民有參與政治的權利。若立法院議事效率不彰，待審之法案堆積如山。依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在非選舉期間人民

可用下列那些權利予以抗衡或補救，以防止民代失職或不尊重民意？（甲）選舉權（乙）罷免權（丙）創制權（丁）

複決權（Ａ）甲乙（Ｂ）甲丁（Ｃ）乙丙（Ｄ）丙丁。 
9. 陽明大學醫學院畢業的連加恩，放棄已經考上的預官，志願參加第一屆外交替代役男，前往西非布吉納法索，幫助

遠在非洲窮困的人們。請問：人民得因主張下列何種基本權利，而申請服替代役？ 
（A）言論自由（B）信仰宗教自由（C）講學自由（D）結社自由。 

10. 失業者得至政府設立之國民就業輔導中心，接受職技訓練及安排就業，這是《憲法》所保障人民的哪一項基本權利？  

(A)平等權 (B)自由權 (C)受益權 (D)參政權。 

11. 下列哪一位所行使的是《憲法》保障的自由權？ (A)曾正豪登記參選立委 (B)遭退學的曾調皮提起行政訴訟 (C)
曾永敢參加反核示威 (D)曾有為要求廢除單身條款保障工作權。 

12. 去年高雄縣大寮鄉一處養鴨場，驚爆有戴奧辛毒鴨，經學者檢舉後，發現戴奧辛含量都超過標準值，為有效控制毒

鴨流入市面，危及消費者安全，於是政府將該地方的鴨全面銷毀，雖造成業者損失，但下列哪一項理由是此事件中，

最適合用來限制人民權利之行使？（A）防止妨礙他人自由（B）避免緊急危難（C）維持社會秩序（D）增進公共

利益。 
13. 根據我國憲法，人民的基本義務有納稅、服兵役、受國民教育；若不履行義務，便須負擔法律責任，下列敘述何者

正確？（Ａ）未按時納稅將被處以罰金（Ｂ）逃避兵役將被處以刑罰（Ｃ）父母不讓學齡孩童接受國民教育，父母

須負起刑事責任（Ｄ）三種義務不履行都一樣處以刑事責任。 
14. 下列有關社會規範的敘述，何者有『誤』？（A）所有的社會規範都是在啟發人的內在良知（B）宗教信仰、風俗

習慣、法律皆屬社會規範的一種，目的都是在維護社會秩序（C）法律是具有強制力的社會規範（D）違反倫理道

德、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會受到他人的批評或良心的譴責。 
15. 高鐵施工造成附近的楊桃不長，一名王姓老農民一怒之下告向法院，法院認為楊桃不長確實是高鐵施工產生粉塵造

成，因此判決高鐵應該支付老農民二十萬元賠償。請問：此判決結果是為保障農民的哪一項權利？ 
（A）平等權（Ｂ）自由權（Ｃ）受益權（Ｄ）參政權。 

16. 父母親對於未成年子女有保護與教養之義務，而為達成保護教養的目的，在合理的範圍內拆閱青少年子女的信件或

查看他們的日誌或手機。上述在說明何種權利在法律上是容許的而且是可以被接受的？ 
（A）秘密通訊自由（B）行動自由（C）意見自由（D）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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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聯合國人權宣言規定：「人人有和平集會結社之自由，並不得強迫加入任何集會。」三五好友志同道合為要協助解

決社會欠債風氣，決定組成天鷹幫派，對外以公司名義進行討債。請問：此一行為是在爭取什麼權利？ 
（A）集會自由（B）結社自由（C）信仰自由（D）不屬於任何自由，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例》。 

18. 老師在黑板所寫的項目中，根據判斷有哪幾項屬於《憲法》所保障人民的受益權？  (A)甲乙丙  (B)乙丙丁  (C)
丙丁戊  (D)丁戊己 

 
 
 
 
 
19. 狹義的「法律」是由 甲 機關通過，經 乙 公布，由 丙 機關執行。上述依序該填入何者？  

(A)行政、立委、考試 (B)立法、總統、行政 (C)司法、總統、行政 (D)司法、總統、考試。 
20. 雲林縣北港路霸惡名遠播，每逢進香期間，居民對其佔地為王行徑罵聲連連，現在網友更發起一人一信投訴行政院，

請院長重視這些破壞宗教聖地形象的老鼠屎，並有住戶指控路霸將家門口當成搖錢樹，開車回家還被索取費用。請

問：上述案例中，若是居民或網友認為這些北港路霸橫行，可以向有關單位提起甚麼？  
(A)請願 (B)訴願 (C)訴訟 (D)複決。 

21. 惠娟觀賞電視新聞時，看到媒體記者在警察局內拍攝嫌疑犯影像的畫面，認為這種做法很值得「再討論」。下列何

者最可能是上述觀點的衝突所在？(A)媒體的受益權和執法者的自由權 (B)媒體的平等權和執法者的參政權 (C)
媒體的受益權和嫌疑犯的受益權 (D)媒體的自由權和嫌疑犯的自由權。 

22. 根據颱風放假辦法規定，中央氣象局必須在適當時間，一日數次提供辦公時間內台灣各地風力預測級數，人事行政

局及各地方政府再根據這個資料，決定是否到班，只要預測風力達平均風速 7 級或陣風 11 級時，即達停止上班上

課標準，宣布放假一天或半天。請問：上述規定是屬於何種法律位階所規範的？ (A)緊急命令 (B)法律 (C)授權

命令 (D)職權命令。 
23. 《民法》親屬編修定：「夫妻結婚後，妻子不必以夫之住所為住所。」請問：此種做法保障女性享有《憲法》上何

項權利？ (A)自由權 (B)平等權 (C)受益權 (D)參政權。 
24. 《罕見疾病防治及藥物法》於民國 89 年通過，此法的設立在保障罕見疾病患者及其家屬的權利。請問：《罕見疾病

防治及藥物法》的制定，可以發揮法律的哪些功能？ (甲)促進社會進步 (乙)保障人民權利 (丙)維護社會秩序 (丁)
實現法律正義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丙丁。 

25. 「依照《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四十條處罰：汽車駕駛人，行車速度，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或低於規定之最

低時速，除有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外，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請問：上述規定，

顯示出法律具有何種特性？ (A)最高性 (B)原則性 (C)強制力 (D)固定性。 
26. 權力和權利有其差異，下列敍述有何『錯誤』？(A)權力與權利皆是現代法治國家與社會的兩個軸心(B)權力是指政

府依法享有的各種利益，且不受國家的非法侵犯(C) 權力包含有「支配」和「強制」之意(D)權利是「義務」的對稱。 
27. 下列有關我國服兵役的義務，何者敘述『錯誤』？ (A)目前有替代役可選擇 (B) 《憲法》規定：目前我國採徵兵

制 (C) 限於年滿 18 至 36 歲的男性皆須服兵役 (D)若不履行服兵役的義務，會受到法律上的制裁。 
28. 下列哪一項行為『違反』了憲法保障人民的受益權？ (A)不准回教徒擔任公職人員候選人 (B)「艋舺」國片上映

未久，各大客運及遊覽車便盜版大肆放映 (C)阿良參加海巡署特考作弊被抓 (D)國二學生派大星無故三天沒到

校，害父母被罰 300 元。 
29.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請問：下列對《憲法》的敘述何者完全正確？ 
 
 
 
 

(A)甲乙(B)乙丙 (C)乙丁 (D)甲丙。 
30. 政府對於視覺障礙學生參加考試的作答時間給予延長，這種作法是落實《憲法》所保障的哪一種權利？ 

(A)實質平等  (B)形式平等  (C)行政上受益權 (D)教育上受益權。 
31. 我國法律制定程序，依序為下列何者？(A)審查→提案→公佈→三讀通過→施行  (B)提案→審查→三讀通過→公佈

→施行  (C)提案→審查→公佈→三讀通過→施行 (D)審查→提案→三讀通過→公佈→施行。 
32. 「徒法不足以自行」，台灣社會中哪一種現象最足以說明此種狀況？ (A)法律缺乏強制執行力將成為一紙空文 (B)

台灣犯罪率持續上升  (C)選舉次數過多，勞民傷財(D)選舉投票率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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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投票權
乙 就讀正興國中 
丙 訴願權 
丁 領失業津貼 
戊 參加高普考試 
己 出國旅遊 

甲 狹義的法律不包含憲法
乙 《憲法》是由制憲國民大會制定的 
丙 憲法的最高性是指修憲程序比一般法律修改困難 
丁 現今的修憲案直接交由全國人民投票決定 



33. 參政權是人民站在主動的地位積極參與國家統治權行使的權利。以下何人說法有『誤』？  
(A)林勇澤說：「參加政府考試機關舉辦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考試，取得建築師資格」  
(B)王美汝說：「參政權與自由權、平等權、受益權不同，並非每一個國民都可以享有」  
(C)林于渲說：「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必須在任職滿一年以上才可以罷免，目的是避免當選人上任不久

還看不出政績表現時就被罷免下台可能有失公平客觀」  
(D)李國暐說：「人民可以行使選舉權以達到立法或修法的目的」。 

34. 教育部依《國民教育法施行細則》規定：學齡兒童入學年齡之計算，以入學當年度 9 月 1 日滿 6 歲者。請問：上述

規定是屬於何種法律位階所規範的？(A)憲法 (B)法律 (C)授權命令 (D)職權命令。   
35. 陳八寶發明了一種可以用聲音控制水量的馬桶，依據《專利法》的規定，可以申請專利權。請問：這是憲法保障人

民何種權利的表現？（A）生存權（B）財產權（C）工作權（D）平等權。 
36. 外國人依法『不』得享有下列何種基本權利？ （A）服公職權 （B）宗教信仰自由 （C）訴訟權 （D）集會自由。 
37.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九零號解釋，何者『非』宗教自由之範圍？（A）不信仰宗教之自由（B）參與宗教活

動之自由 （C）不參與宗教活動之自由  （D）對特定宗教加以獎勵。 
38. 人民得自由集合於一地點，以演講方式，表示其思想或知識，或以辯論形式交換其思想與知識者，稱為：（A）言論

自由 （B）著作自由（C）集會自由 （D）講學自由。 
39. 依現行法規定，因追蹤現行犯而須進入他人民宅搜索，才能加以逮捕時，下列有關「居住自由」之敘述何者正確？ 

（A）人人得逕行進入民宅，並不侵犯居住自由權 （B）司法警察須向上級長官報告後，始得進入，否則侵犯居住

自由權 （C）司法警察須取得法務部長之搜索票後，始得進入，否則侵犯居住自由權（D）只要有事實足認現行犯

在內，私人亦可逕行進入，且不侵犯居住自由權。 
40. 高雄縣政府工務局的違建拆除大隊，因為看錯地址而誤拆了阿水嬸的房屋，嚴重侵害她的權益。請問：此時阿水嬸

向縣府請求國家賠償，就是透過下列何種方法維護自己的權利？ (A)請願  (B)訴願  (C)訴訟  (D)陳情。 
 

二、整合測驗題： 
（一）受到金融風暴衝擊，沒有地方能躲過這波至少可能持續數年的全球經濟衰退，故此台灣必須有所抉擇與行動，才

能因應當前嚴峻的經濟挑戰，而支持台灣企業，並提振台灣國際競爭力的最重要關鍵，就在於推動金融市場改革。政府

推動金融改革時，台企員工發動罷工抗議，最後台企標售案流標，銀行員工會趁勝追擊，發動千人上街頭，提出四大訴

求向立法院陳情並發表演說，以維護員工工作權益。請問： 
41. 台企員工「走上街頭遊行」，表達個人心聲，是在捍衛個人的何種權利之行使？（A）集會自由（B）訴願權（C）

遷徙自由（D）平等權。 
42. 台企員工欲發動千人上街頭，依法須向何種機關提出申請？（A）內政部（B）縣市政府（C）當地警察局（D）交

通局。 
43. 台企員工在立法院門口發表演講，是屬於何種自由權？（A）人身自由（B）居住自由（C）意見自由（D）秘密通

訊自由。 
（二）馬英九總統在2008年5月20日當選就職後，因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林來台訪問時，抗議群眾與維安警察間爆發嚴

重衝突，使《集會遊行法》由現行的「許可制」改成「報備制」的呼聲再次高漲，並因大學生在全國各地發起「野草莓

運動」而受到各界關注。後來行政院院會正式通過《集會遊行法》的修正草案，正式決定將集會遊行改成報備制。 
44. 若總統欲落實其政見，將《集會遊行法》由「許可制」改成「報備制」。根據我國的制度，行政院院會通過修正草

案後，尚須透過何種程序，方能實施？ (A)依據《公民投票法》，由總統提案，交付公民投票，通過後正式實施 (B)
由行政院院會移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對《集遊法》進行統一解釋 (C)行政院院會通過「報備制」的修正案後，直接

呈請總統公告實施 (D)行政院提出修正草案，提交立法院三讀通過後，經總統公告實施。 
45. 下列是有關「法治」概念的相關解釋：「在民主國家，(甲)所有法律均由司法人員制定及執行，且政府和人民都要遵

守，但(乙)政府基於施政的需要，不必受法律的約束，(丙)可以由總統依現況逕行公佈法律，而且法律之前人人平等，

(丁)凡是違法的人都應受到處罰。」前述的說法哪一項正確？  (A)甲  (B)乙  (C)丙  (D)丁 
46. 人民有集會與結社的自由，可以申請場合辦理集會活動，但活動若超過預定時間或有脫序行為發生，警方得舉牌警

告並強制驅離。請問：這是基於什麼目的所為的權利限制？ (A)防止妨害他人自由 (B)避免緊急危難 (C)維持社

會秩序 (D)增進公共利益。 
（三）《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在許多車禍受難者家屬的推動下，於民國85年三讀通過，使得車禍受難者及其家屬有了

最起碼的賠償及保障，也為我國的全民立法樹立了模範。請問： 
47.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的制定，可以避免過去肇事者因逃逸、推諉及舉證的困難，而造成對受害者的傷害。其「

分散風險」的強制保險，可以說是有引領思潮，帶動社會發展的作用。請問：根據上述，該法實現了法律的哪一項

功能？ (A)促進社會進步 (B)追求社會正義 (C)打擊犯罪行為 (D)維護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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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我國法律因效力的強弱，而有不同的位階。下列何者與《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的位階相同？ (A)《國民中學學

生成績考查辦法》 (B)《憲法增修條文》 (C)《監獄組織通則》 (D)《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四）藝人胡瓜女婿，整型醫師李進良開設的嘉仕美整形外科診所，因於民國97年使用政府當時尚未核准的果凍矽膠為

病患隆乳，去年底遭台北市衛生局裁罰新台幣10萬元，並勒令停業3個月。請問： 
49. 整型醫師李進良因隆乳糾紛遭台北市衛生局罰鍰並停業。他可以向台北市衛生局進行何種法律途徑，以維自身權

益？(A)訴願 (B)請願 (C)刑事訴訟 (D)民事訴訟。 
50. 請願與訴願皆是人民行使受益權的方式，請問：下列何者敍述有『誤』？（A）就次數而言：訴願僅能行使一次，

請願則不限次數（B）訴願的對象是行政機關，請願的對象則不限行政機關，民意機關均可（C）政府機關對於請願

不一定會處理（D）人民只要對某件措施看不順眼都可以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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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興國中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段考 
二年級公民科解答 
一、選擇題 80% 
1-10  BDACB  DBDBC 
11-20  CBBAC  ADBBA 
21-30  DDBAC  BBBAA 
31-40  BADCB  ADDDB 
二、整合測驗題 20% 
41-50  ACCDD  CAC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