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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範圍：公民課本第二冊第一至六章。  

請同學至學校網頁下載本教材複習，並搭配課本內容進行練習，教材如有疑問，請於開學後向任課老師請教。 

家中無法上網的同學，請於開學後自行跟任課老師索取補救教學資料。 

請準時參加校內補考(試題會從教材中挑選三十五題)，補考成績超過60分者，即為及格。  

1. 「法定投票年齡」是指國家法律規定可以行使參政權的

年齡。依據我國《憲法》規定，要參與總統及各項公職

人員的投票，須年滿幾歲？  

(A)15 (B)18 (C)20 (D)23 

2. 某國憲法規定：「凡在我國出生的人，均為我國的國民」。

由此可知，該國國籍的認定原則為下列何者？  

(A)歸化取得 (B)血統主義  

(C)屬人主義 (D)屬地主義 

3. 針對校園裡是否要放置零食飲料智慧販賣機，家長、學

生和教師在公聽會上各自表達觀點、熱烈討論。上述說

明家長、學生和老師三方主動參與公共事務，能帶來何

種好處？  

(A)促進性別平權 (B)爭取個人權益  

(C)表達多元意見 (D)增進公共利益 

4. 多位志工經常利用連續假期，協助貧困獨居長者進行住

家修繕。這些志工所為，顯示其具備何種現代公民的基

本德性？  

(A)捍衛正義與增進公益  

(B)尊重他人與理性溝通  

(C)培養自主精神與自治能力  

(D)關心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5. 玉卿北上工作，每逢公職人員選舉，必定返鄉投票，她

要利用手上的選票，選出賢能之士。玉卿返鄉投票的行

為，展現了哪種公民素養？  

(A)尊重他人 (B)參與公務  

(C)重視公德 (D)維護正義 

6. 「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幫助過無數的受虐兒與

無家可歸的兒童重新恢復生活與學業，找到家人的溫暖。

此團體主要具有哪種功能？  

(A)增進私人利益 (B)培養共同興趣  

(C)建立人際關係 (D)達成工作任務 

7. 明浩認同某政黨的政治主張，期待能監督政府施政，因

而入黨。由此可知，明浩加入該團體的主要目的為下列

何者？  

(A)營利賺取報酬 (B)建立人際關係  

(C)保障成員權益 (D)實現共同理念 

8. 臺灣地區近年來人民團體的數量增加許多，如伊甸基金

會、工會、環保聯盟等，此現象顯示人民的哪項自由權

獲得更多的保障？  

(A)結社自由 (B)言論自由  

(C)參政自由 (D)集會自由 

9. 某團體不以營利分配為使命，而以實現公益為存在目的。

下列何者最能說明該團體的屬性？  

(A)國際組織  (B)非志願結社  

(C)政府組織  (D)非營利組織 

10. 由民間發起，獨立於政府機構之外，不屬於政府、也不

是由國家建立的組織，稱為下列何者？  

(A)國際組織   (B)非志願結社  

(C)非政府組織 (D)營利組織 

11. 關懷流浪動物協會以「關心街頭流浪動物生命權益」為

宗旨，會員都是自發加入，並非被強迫入會。據此判斷，

上述內容說明志願結社的何種特徵？  

(A)非營利性 (B)組織性 (C)自主性 (D)志願性 

12. 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致力於推動兒少的教育，舉辦

各項兒少守護活動，邀請民眾共襄盛舉，卻不能強迫民

眾參與。這說明志願結社的何種特徵？  

(A)組織性 (B)民間性 (C)自主性 (D)非營利性 

13. 「台灣人權促進會」等非政府組織發動連署，呼籲政府

暫停推動預計 2020年 10月換發晶片身分證的政策，重

新檢討政策必要性，並落實公民參與的行政程序。上述

主要呈現志願結社對於公共生活所產生的何種影響？  

(A)促使公共意見的形成 (B)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 

(C)監督政府的各項施政 (D)提升人民的媒體素養 

14. 動物保護團體認為需要增設「動物保護警察」，辦理涉

嫌虐待、傷害動物的案件，於是積極宣傳理念，期待民

眾形成共識與支持。動保團體所為，展現出何種志願結

社對於公共生活的影響？  

(A)形成公共意見 (B)增進社會公益  

(C)監督政府施政 (D)發展商業活動 

15. 家務勞動和市場勞動的差別，主要為下列何者？  

(A)資源交換的有無 (B)促進經濟的有無  

(C)薪資報酬的有無 (D)勞動成就感的有無 

16. 人民有從事工作及選擇職業的自由，這是我國《憲法》

明訂應保障的何種人民基本權利？  

(A)工作權 (B)參政權 (C)健康權 (D)平等權 

17. 彩英應徵餐廳暑期工讀，結果發現工時長、薪水低，還

是責任制，做完才能休息。彩英是上述的困境，可依哪

部法律規定向政府檢舉？  

(A)《勞動基準法》 (B)《憲法》  

(C)《民法》       (D)《性別工作平等法》 

18. 雇主在徵人、獎懲等情況時，依據與能力無關的因素進

行評估，因而造成求職者或員工失去與其他人公平競爭

的機會。上述是在說明何種概念？  

(A)就業歧視 (B)性別歧視  

(C)就業安全 (D)職業災害 

19. 政府積極督促資方或雇主，不得訂出低於法定標準的勞

動條件、不得任意解雇勞工，以及必須提供完善的工作

環境等，這些政策原則上屬於下列何者的範疇？  

(A)主權在民 (B)就業歧視  

(C)就業安全 (D)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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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立法院會近來三讀通過某一就業促進法，開放雇主以

「定期契約」雇用 65歲以上勞工。另外，雇主對求職

或受雇的 45歲以上民眾，若涉及就業歧視，將被依法

開罰。上述該促進法主要是為消除哪方面的就業歧視？  

(A)容貌 (B)婚姻 (C)年齡 (D)身心障礙 

21. 文化是人類生活方式的總稱，生活中處處都是文化。據

此判斷，下列何者屬於文化的範疇？  

(A)語言文字 (B)日月星辰  

(C)山川湖海 (D)飛禽走獸 

22. 許多原住民族都有「紋面」傳統，是代表成年或能力的

肯定；但對古代漢民族而言，卻是一種貶抑受刑人身分、

使其蒙受屈辱的刑罰。上述內容最能呈現出何種現象？  

(A)文化位階 (B)文化包容  

(C)文化偏見 (D)文化差異 

23. 隨著本土意識增強，以及尊重少數群體語言和文化的風

氣漸增，於是立法院在民國 107 年年底通過哪部法律，

以保障各個固有族群語言文化的振興與傳承？  

(A)《團體協約法》     (B)《國家語言發展法》  

(C)《原住民族基本法》 (D)《中華民國憲法》 

24. 日常生活中，某些文化可能因為主流社會的刻意推崇或

貶抑，或是遭受社會大眾的誤解與偏見，使得文化之間

有高低地位區分的現象，稱為下列何者？  

(A)文化差異 (B)文化位階  

(C)文化認同 (D)文化流失 

25. 在伊斯蘭教國家所設立的麥當勞，為了因應當地的風土

民情而推出不含豬肉的漢堡，這是面對不同文化所應秉

持的何種態度？  

(A)尊重與認同 (B)歧視與排斥  

(C)鄙視與拒絕 (D)衝突與競爭 

26. 人們透過文字、歌謠、美術等方式，把文化的內容交給

下一代。這是屬於文化的哪種現象？  

(A)文化衝突 (B)文化傳承  

(C)文化創新 (D)文化交流 

27. 在社會中，由於人與人的頻繁互動，會逐漸發展出一套

社會成員共同認可與遵守的行為準則。這樣的行為準則，

我們稱之為什麼？  

(A)社會正義 (B)社會秩序  

(C)社會規範 (D)社會性別 

28. 立法機關依據一定程序制定，並明確規定政府與人民應

該遵守的事項，是現代社會維持秩序的必要手段。上述

內容是何種社會規範的特性？  

(A)風俗習慣 (B)倫理道德  

(C)宗教信仰 (D)法律制度 

29. 一個社會相沿成習或約定俗成的慣例，是人類生活中最

早發展出來的社會規範形式。上述內容是指何種社會規

範？  

(A)法律制度 (B)宗教信仰  

(C)倫理道德 (D)風俗習慣 

30. 政府修正《野生動物保育法》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的

內容，保障原住民族可因傳統祭儀的需要，在原住民族

地區依法進行自用的狩獵行為，好讓他們得以保存與傳

承族群的傳統習俗。上述社會規範變動，背後所蘊含的

主要意義為何？  

(A)尊重多元文化 (B)創新社會文化  

(C)推動社會運動 (D)落實性別平等 

31. 我國社會福利制度涵蓋面向廣，舉凡兒童少年、年長者、

身障弱勢者與受家暴婦女都是其照顧的對象。民主國家

基於何種義務，而推動上述各項制度？  

(A)保障個人的基本生活 (B)讓每個人的所得增加 

(C)讓弱勢者不會再出現 (D)取代傳統的社會互助 

32. 創世基金會及該會志工長期投入植物人照顧與安養工

作，仰賴社會各界捐出統一發票兌獎維持運作，因此造

福不少植物人的家庭。上述作法主要是透過下列何者的

力量，投入相關社會福利的工作？  

(A)營利企業 (B)民間團體  

(C)地方鄰里 (D)政府機關 

33. 個人或團體行善經常受限於資源不足。下列何者較有足

夠的能力與資源，來幫助全國身陷不公平處境的弱勢者？  

(A)大型醫院 (B)政府機構  

(C)社區組織 (D)各級學校 

34. 為了讓人民過著有尊嚴的生活，國家可以擬訂某種制度，

要求人民繳納保費，來共同分攤個人的風險。下列何者

是基於上述理念而設計的制度？  

(A)無障礙設施 (B)急難救助金  

(C)社會津貼   (D)社會保險 

35. 社會關懷與照顧弱勢族群，維護其尊嚴與價值，使他們

能和眾人一樣平等的生活。這是社會福利的基礎，也是

下列何種觀念的內涵？  

(A)國際和平 (B)國家安全  

(C)社會正義 (D)社會秩序 

36.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中央流行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

中提醒，勤洗手、戴口罩可有效降低感染機會，學生遇

有發燒、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在家休息，

避免校園疫情擴散。根據上述資訊，可以得知要防止新

冠肺炎疫情擴散，學生需要實踐哪項公民德性？ 

(A)落實學生自治 (B)遵守國家法律  

(C)維持社會安定 (D)做好自我管理 

37. 報導：「政府制定政策時，不能只考量一般民眾的需求，

更要把弱勢群體的需求納入，如視障者可以帶導盲犬出

入公共場所，使用汽車及機車代步得免繳納使用牌照

稅。」上述內容是希望政府可以發揮下列哪一功能？ 

(A)妥善分配醫療的資源 

(B)改善社會不公平處境 

(C)提高國人的教育水準 

(D)重視個人的選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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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不同語言與文化的位階通常是人為造成的，主流社會對 

於文化區分高低優劣，容易導致文化歧視。請問下列何 

種情形隱含文化歧視的想法？  

(A)東南亞旅客來台灣，容易降低觀光景點的素質  

(B)泰雅族有紋面的傳統，象徵成年或能力的肯定  

(C)電子競技業興起，許多青少年嚮往成為職業選手  

(D)歌仔戲是台灣傳統的戲曲，發源於台灣蘭陽平原。 

39. 國中生阿文(甲)乘坐公車到學校後，先在班上(乙)享用 

豐盛早餐，然後協助(丙)打掃校園環境，(丁)上課時專 

心聽講，並在放學回家後幫忙(戊)照顧弟弟，讓媽媽可 

以準備晚餐。請問阿文的行為有幾項屬於勞動參與？ 

(A)一項 (B)二項 (C)三項 (D)四項。 

40. 景興社區居民發起募集發票捐贈社福單位，自願付出勞

力、時間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為增進社會

公益之服務。請問：下列何者最能說明居民的作為？  

(A)志願服務 (B)志願結社  

(C)政治參與 (D)主權在民 

 

公民科補救教學題庫答案 

 

1. C 11. D 21. A 31. A 

2. D 12. B 22. D 32. B 

3. C 13. C 23. B 33. B 

4. A 14. A 24. A 34. D 

5. B 15. C 25. B 35. C 

6. D 16. A 26. B 36. D 

7. D 17. A 27. C 37. B 

8. A 18. A 28. D 38. A  

9. D 19. C 29. D 39. B 

10. C 20. C 30. A 40.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