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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一中 108 學年度 高一 公民與社會 第一次期中考 

                                           ____年____班  座號：_____ 姓名：__________ 

試題說明： 

1.本試卷共有三大題，分別為單選題(70 分)、多重選擇題(15 分)、填空題(15 分) 

2.單選題與多選題請用 2B 鉛筆填答，填空題請用藍筆或黑筆作答於答案卡背後。 

3.答案卡基本資料請確實劃記，若判讀不清，扣總成績 5 分。

一、單選題：每題 2分、共 70分 

(  )1. 人權是指實現個人的價值與尊嚴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請問：有關人權的敘述，下列

何者錯誤？  

(A)人身自由，是所有自由的基礎 (B)在網路上發表的任何言論，皆屬言論自由的範圍 (C)

將疑似感染 H1N1 的病患隔離，是保障他人的人權 (D)刑事案件嫌疑人須依法定程序才

能逮捕。 

(  )2. 教育部通令各中等學校全面禁止體罰、取消髮禁，以保障學生人權。請問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屬於消極性的權利 (B)屬於新興的集體權 (C)屬於居住遷徙自由範疇 (D)屬於生存

權的範疇 

(  )3. 發生在 2017 年的「南港小模陳屍地下室事件」，事件爆發時當時媒體在警察尚在初步偵

查的情況下便大量報導小模的閨密梁女協同程姓男子一同布局誘殺，梁女頓時成為全民

公敵，連同梁女家人都受到騷擾與恐嚇。直至審訊後找出程男獨立犯罪的證據，才證明

了梁女的清白。請問：媒體爲了搶獨家，輕率地將警方辦案推測直接當成確定訊息，甚

至搶先批露煽情的的臆測，此一行為已違反哪個人權保障的原則？  

(A)媒體使用權 (B)媒體接近權 (C)人身自由權 (D)無罪推定原則 

(  )4. 臺北市勞工局為保護童星、童工，公告實施「小小彬條款」。「小小彬條款」全名為《臺

北市童工工作輔導要點》，要點規定，只要在北市僱用未滿十五歲童工，須在七天前先送

件報備審核才可工作。請問：這是為了要保障下列何種權利？  

(A)工作權 (B)兒童人權 (C)學生基本人權 (D)勞動權 

(  )5. 近年報考公職人員考試成為一種趨勢，希望通過考試之後出任公務員，取得終身俸的入

場卷。請問：這屬於下列哪一個選項內的權利？  

(A)自由權 (B)平等權 (C)參政權 (D)救濟權 

(  )6. 關於「社會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相較於自由權、平等權與參政權，社會權是更早被提出的 (B)由政府採取積極作為，

使人民享有符合人性尊嚴的最基本生活條件 (C)內容包括訴願權、訴訟權(D)近年大幅修

正的《公民投票法》，是我國對第二代人權的保障最佳實例 

(  )7. 人權最初是人民與國家之間的權利之爭，但隨著時代發展卻逐漸成為國際議題。請問：

造成第三代人權國際化轉變的關鍵因素為何？  

(A)共產政權的建立與潰敗 (B)宗教基本教義派的興起 (C)資本主義下的跨國勞資糾紛 

(D)種族淨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  )8. 盧梭與洛克的天賦人權框架下，人權是與生俱來，因此人民只希望消極的以法律來確保

個人權利免於國家侵犯，請問上述說法說明當時對人權的保障只限於哪種權利？  

(A)經濟、文化權利 (B)社會發展權利 (C)公民政治權利 (D)社會生存權利 

(  )9. 國家應積極人民，保障人民享有維護其人性尊嚴所必需的最低基本生活需求，這樣的概

念促使社會福利政策成為國家施政的重點之一。請問：上述內容旨在落實何種權利？  

(A)社會權 (B)平等權 (C)自由權 (D)救濟權 

(  )10. 中世紀時是人權的黑暗時期，君王可以可任意干涉人民生活，直到啟蒙時代提出人權思

想，人權才逐漸被重視，更在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運動中成為不可撼動的權利，而當

時的「天賦人權」說，主張人權是與生俱來、天賦的自然權利，不可任意被剝奪、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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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為當今社會的普世價值。請問有關於人權演進的相關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人權的實踐要考慮文化差異，有些國家仍有奴隸制度，這是文化差異，和人權無關 (B)

在契約論中，人們無條件的給予全部權利來建立政府，無條件遵守「君權神授」的概念 

(C)當時天賦人權的「人權」的範圍，和當今社會的人權不同，仍有性別、財產的限制 (D)

社會權的興起，起源於二戰之後的重建，為了保障每個人民能夠享有尊嚴的最低限度生

活。 

(  )11. 某國發布移民禁令，尤其針對特定宗教的信仰者祭出限制遷入的規定。請問：該移民禁

令涉及何種人權之侵害？  

(A)第一代人權、集體人權 (B)第二代人權、積極人權 (C)第三代人權、新興人權 (D)

第一代人權、消極人權 

(  )12. 印尼首都雅加達的國會大廈，９月 24 日遭到數萬名大學生示威包圍。這些學運抗爭者

的反對口號，是要求印尼政府撤回預計增設的非婚性行為罪、墮胎罪、同性戀罪、汙辱

元首罪與黑魔法罪的《印尼刑法修正草案》（RKUHP）。根據上述，這些大學生的抗議行

為本身是在行使《憲法》所保障的何種基本權利？  

(A)結社自由 (B)受教育權 (C)人身自由 (D)言論自由 

(  )13. 某生在公民課時，抄了一個政治學者瓦薩克（Karel Vasak）的三代人權整理表，其中有

一個地方不小心寫錯了，請問是哪一項？

 

 

（甲） 

第一代消極人權 

抵抗權 

第二代積極人權 

社會權 

第三代集體人權 

普世人權 

背景 
抵抗統治權不當

的侵擾 

（乙）工業革命

後資本主義興起 

二次大戰後全球

化影響 

爭取 公民政治權利 
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 

（丁）集體發展

權 

項目 
自由、平等、參

政權 

（丙）環境、和

平權 
自決、發展權 

 
  

(A)甲 (B)乙 (C)丙 (D)丁 

(  )14. 公民課上有四位同學提出重要人權組織的報告，報告的內容如下： 

甲：這組織提到兩公約對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的權利保護，因此要求無條件地釋放良

心犯。 

乙：此組織為維護其非政府組織的獨立性，除了人權教育工作外，他們不接受任何政府

或政黨的金錢贊助。 

丙：此組織理念是每個人都應享有《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他國際人權標準所載的權利 

丁：這組織最近在提倡「難民全球倡議運動」，呼籲推動全球分擔難民責任機制 

請問：他們在作哪一個組織的報告？  

(A)人權觀察 (B)無國界記者 (C)國際特赦組織 (D)國際紅十字會暨紅新月會 

(  )15. 繼法國、荷蘭、比利時後，丹麥政府２０１８年通過國內女性禁止於公開場合穿戴面紗

的法律，否則將被處以罰鍰並要求離開現場。儘管司法部長強調這是彰顯丹麥的社群價

值，且主要針對被迫穿戴的女性，但許多當地穆斯林女性與人權組織仍痛批該法根本是

歧視穆斯林女性的穿著並且為此走上街頭。一名接受採訪的穆斯林也認為，這條法律根

本上違憲。請問：根據上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反對者認為此法已違反言論自由 (B)此法律限制之權利可歸屬於第一代人權 (C)此

法律已彰顯出女權意識的抬頭 (D)穆斯林與團體爭取自身的行政受益權 

(  )16. ２０１９年９月我國陸續與索羅門與吉里巴斯斷交，目前我國邦交國僅剩１５個。以上

述現象對應國家組成要素，請問何者敘述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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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邦交國的個數減少將衝擊我國主權對內最高性的展現 (B)斷交事件，將造成統治的

合法性的缺乏 (C)邦交國的減少顯示我國法理主權受到嚴重挑戰 (D)斷交將使我國浮

動領土上的主權受限。 

(  )17. 主權是國家在決定政策與執行政策上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下列哪些敘述符合國家「主

權」之特質？(甲)國家的權力比國內其他權力更為優越；(乙)具壟斷合法強制力；(丙)一

國之決策不受其他國家干涉；(丁)透過屬人主義或屬地主義認定；(戊)有主權的國家都會

以發放身分證的方式確認擁有主權的國民人數  

(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丁戊 (D)丙丁戊 

(  )18. 依照我國《國籍法》規定，我國國籍的取得原則為何？  

(A)完全的屬地主義 (B)完全的屬人主義 (C)屬人主義為主、屬地主義為輔 (D)屬地主

義為主、屬人主義為輔 

(  )19. 所謂主權是指國家在決定政策與執行政策上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般來說，主權具有

兩項特質，對內為最高，對外則為獨立。請問：「主權對外獨立」所指為何？  

(A)國家得以壟斷合法強制力 (B)一國之決策得排除他國之干涉 (C)國家的權力比國內

其他權力更為優越 (D)一國之獨立將由他國態度決定 

(  )20. 現代國家的形成是經過許多時間的演變而來。請問：下列有關國家形成的敘述，何者正

確？  

(A)封建時期的莊園領主或東方諸侯即對自己的領地具有完整主權 (B)1648 年的《西發

里亞條約》首次確立國家主權的概念 (C)現代國家多由單一民族組成具有高度血緣、文

化的認同 (D) 《西發里亞條約》中提及主權行使範圍僅只對內的統治權 

(  )21. 我國《國籍法》對於國籍的認定方式，與大部分亞洲國家相同，以「屬人主義」為原則，

亦有「屬地主義」的適用空間。下列何者可以依法取得我國國籍？  

(A)無國籍人士在中國產下的兒子 (B)英國籍夫妻在臺大醫院生下的女兒 (C)完全無法

得知生父生母，在台北街頭被發現的小嬰兒 (D)日本籍孕婦在中華航空班機上產下的男

嬰 

(  )22. 倫敦顧問公司公布２０１８年簽證自由度指數，臺灣護照排名２９，可免簽進入１４８

國或地區。請問：下列何者主權的展現與題文一致？  

(A)臺灣國民持有國民身分證 (B)國民必須遵守法律規範 (C)國民可享有參與國家社會

保險的權利 (D)國家駐外單位保護國人安全 

(  )23. ２０１８年某國總統大選期間，尋求連任的該國現任總統從來不提對內政改革的政見，

例如針對環保行動改革、重視少數族群權益等議題著墨甚少，而是向人民展示威力強大

的新武器，國營媒體也不斷放送該國正在面臨國際社會強烈的威脅，在此處境之下人民

只有寄望強硬的領袖才能救亡圖存。據上所述，你判斷該國政權屬於哪種狀態？  

(A)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 (B)不具正當性與合法性 (C)具正當性，不具合法性 (D)不具

正當性，具合法性 

(  )24. 聯合國大會目前已通過九部「核心國際人權公約」。這九大核心國際人權公約與其他國

際人權文書的不同在於，每一部公約都各自建立委員會，也就是「條約機構」，負責監

督各個締約國的落實情況，表現出聯合國對保障人權的重視。請問：根據下列公約內容

推測，哪項公約我國尚未國內法化？  

(A)締約國應該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兒童權利得到保護 (B)所有政策與方案中考慮

到保障及促進身心障礙者之人權 (C)移徙工人或其家庭成員不得被要求從事強迫或強

制勞動 (D)協議立即用一切適當辦法，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 

(  )25. 2009 年立法院通過兩公約施行法後，為落實兩公約精神，我國對各項法規進行檢視與修

正，請問下列關於我國做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行政院擬定的草案，需附上人權檢視表後送交聯合國 (B)若現行法規不符兩公約者，

需一年內完成法規的修正 (C)設立人權保障委員會，檢視機關有無違反兩公約規範 (D)

只要未符合兩公約精神的政策或法規，皆須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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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我國的全民健保是一種強制性保險的福利政策，為一種全民醫療保險制度，所有國民都

必須參加，依照其所得高低決定費率，每月皆必須繳交健保費，其實施目的是希望我國

國民無論貧富皆能享有基本的醫療保健服務。請問依照題目所述，我國全民健保的實施，

是為了保障我國國民何項權利？  

(A)自由權 (B)政治權 (C)社會權 (D)司法人權 

(  )27. 呱吉－邱威傑，為我國第一位以 youtuber 出身的議員。其於 2019 年首次臺北市開議時，

質詢柯文哲市長有關「青年居住」的問題，質疑柯市長所興建的社會住宅價格頗高，其

房租訂價相對也高，似乎無法照顧現今臺北的青年人面臨薪水低、房價高、租金高的困

境。請問此青年困境主要是其哪些基本人權未能受到政府的重視與保障？  

(A)自由權 (B)政治權 (C)社會權 (D)司法人權 

(  )28. 我國國會於 2019 年 5 月 17 日下午通過了「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此法通

過後，我國同性伴侶於同年 5 月 24 日起可至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我國成為亞洲第一

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請問我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措施保障同志何項權利？  

(A)自由權 (B)政治權 (C)社會權 (D)司法人權 

(  )29. 近年來臺灣為追求公正審判，增進司法人權保障，以實現公平正義，我國參考國際公約

的精神，多次修正刑事相關法規，以下對於各項法規的敘述何者正確？  

(A)羈押是限制人身自由權之作法，應全面取消 (B)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

定其為無罪 (C)依據「世界人權宣言」被告無司法人權之保障，是針對被害人所規定 (D)

為保障被害人人權，詢問案情時被告不得緘默 

(  )30. 外籍看護被視為奴工的情況在台灣十分常見，家務移工缺乏法律保障，人權問題備受關

注，臺灣因此而被列入人口販運觀察名單，。2003 年臺灣移工聯盟就開始提出家務勞動

法治化，希望能夠推動「家事服務法」。請問：上述臺灣社會將家務移工當奴工使用而

習以為常的現況，違反了下列何種法規？  

(A)《家事服務法》 (B)《家庭暴力防治法》 (C)《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D)《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  )31. 下列為某生在整理相關人權國際組織的筆記，請問下列哪一項國際組織與其負責業務的

內容有所出入？ 

 (A) 自由之家 關注目標有難民、移民及無身分者的權利 

(B) 人權觀察 關注愛滋病患者、同性戀及童工之權利 

(C) 無國界記者 致力推進新聞自由，避免新聞工作者受迫害 

(D) 國際紅十字會 
共同致力於增進健康、預防疾病以及減輕痛苦

的全球性工作 

 
  

(  )32. 桃園市素來擁有親切厚實的族群包容性格，不僅是全國客家人口數最多的縣市，也是西

半部原住民族最多的城市，新住民人口也占全臺一成以上，加上閩南聚落與眷村，以及

為數不少的移工，顯示臺灣豐富的多元族群。請問：目前政府對於多元族群的作法，下

列何者正確？  

(A)成立原住民自治區，以保留其文化 (B)訂立「新住民基本法」明訂新住民在台權利

與義務 (C)成立客家委員會以推動、振興客家語言文化 (D)針對閩南族群訂定《閩南

基本法》保護權益 

(  )33. 「公民身分」與「公民權利」意義相同，係指個人做為國家成員的資格，國家有權保障

國民的公民權利。請問下列關於「公民身分」的意涵，何者正確？  

(A)國際移工不具有我國的公民身分，因此不受《憲法》基本人權之保障 (B)除血緣身

分及共享特定的文化之外，沒有促進身分認同的管道 (C)我國藉由立法保障原住民族權

利，是增進對原住民族身分認同的表現 (D)就一般高中生的年紀而言，雖有我國國籍，

但未取得公民身分，故非我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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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國際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布 2019 年世界各國自由度調查報告，指出 

 全球自由度已連續第 12 年下滑。該報告顯示，中國近年來總體自由度下滑，對媒體、   

宗教團體和公民組織的箝制更強，其國家主席為鞏固個人權力而加劇內部鎮壓和破壞法 

治。報告同時指出，美國的自由度亦連續 8 年呈現下降狀態，美國 2016 年總統大選遭受 

外國勢力干預、美國總統川普對新聞媒體的攻擊以及政府透明度下降等，都嚴重影響美 

國民主與美國在國際的地位。從該報告對中、美兩國的評述加以推論，下列何者最可能 

是該組織調查的項目之一？  

(A)執政黨輪替頻率 (B)國家主權獨立性 (C)表達意見的自主權 (D)國家元首的正當性  

(    )35.文化權已成為聯合國近年來推動的重心，是文化與權利的結合。過去文化被視為政治與 

經濟的附屬品，不被重視，但近年來隨著資訊傳播的快速，這種文化的權利已經影響到人

們的生活甚至是思考模式。請問：我國目前對於原住民文化權的保障措施為何？(甲)將原

住民語訂定為官方語言；(乙)成立原住民族自治區；(丙)舉辦原住民語言認證，藉由母語

學習與使用傳承原住民文化；(丁)提供原住民行政首長保障名額；(戊)透過《憲法增修條

文》維護原住民的語言及文化。 (A)甲丙 (B)乙丙 (C)乙丁 (D)丙戊 

二、 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15分。(答錯倒扣 1/5題分，扣至該題 0分為止) 

(  )36. 下列選項中，哪些敘述符合現代國家的構成四要素之一的「主權」之內涵與特徵？  

         (A)為國家內部最高的統治權力來源 (B)對外具有獨立性，不受其他國家的干預  

(C)主觀上取決於人民是否對國家忠誠與認同 (D)現代國家依然堅持主權不可讓渡性造 

成國際組織運作困難 (E)主權研究的潮流是以君主主權取代人民主權 

(  )37. 現今全世界的國家大都是「主權國家」，這種國家型態是經過長久的演變才逐漸形成的。

在人類文明演進中，下列關於各種型態的政治組織之敘述，哪些為正確？  

(A)最早出現的政治組織為部落組織 (B)現代國家多為單一民族國家 (C)封建國家的特

色是統治權力分封於各領主手上 (D)君主主權和民主主權國家，主權皆具有在國內的最

高、絕對與不可分割性 (E)觀察政治組織的演變，發現主權逐漸統一集中 

(  )38.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中日元首峰會，主動提起東海、南海爭議，對中國公務船屢屢入侵

日本領海，向習近平提出抗議，並提出南海爭議應該以國際法為基礎，透過和平的、外

交的手段來解決爭議。關於上述新聞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國際法庭得以裁決領土爭議，違反主權對外不受干涉的特質 (B)領土外延 200 浬之海

域為「專屬經濟海域」 (C)國家領土包含領陸、領海與經濟海域 (D)設置於其他國家的

大使館可謂「延伸領土」 (E)上文所提及的中國公務船可謂「浮動領土」 

(  )39. 過去人權發展一直是強調以「個體」為主的人權觀念，然而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在長

期遭受外來干涉、奴役的情況下，個人人權也得不到實質的保護。1960 年代開始，大量

新興獨立國家加入聯合國和相關的國際組織，積極尋求發展與集體人權有關的反歧視、

民族自決和尊重社會文化等概念，使得集體人權得以擴充。請問：下列關於集體人權的

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消極的人權，是為免於被國家侵害的自由權 (B)請求國家作為的權利，強調國家的積

極作為以救助社會、經濟上的弱勢團體 (C)是一種「積極人權」，為「社會、經濟、文化

權」 (D)建立在社群、集體連帶關係（solidarity）和同胞愛（fraternity）的基礎上 (E)

是第三代人權，內涵包括了和平權、環境權、發展權等 

(  )40. 下列對於「社會權」的描述，哪些正確？  

(A)內容包括發言權、選舉權以及自由權 (B)由政府採積極作為，使人民享有符合人性尊

嚴的最基本生活條件 (C)相較於自由權、平等權與參政權，社會權較晚被提出 (D)起因

於工業革命後形成之貧富差距 (E)我國法律中尚未有社會權之相關規定 

 

 

 

以下為填空題，請作答於答案卡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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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填空題：每題３分，共１５分。請將答案用黑、藍筆寫於答案卡背後，並註明題號與答案 

４１．杭亭頓提出「＿＿＿＿＿」標準，他認為一國要達到兩次以上的政黨輪替，才算是真正的 

   民主國家。 

 

４２．依據兩公約施行法第８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索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如有不符合兩公約 

  者，應於施行後＿＿年內，完成法令之制定。 

 

４３．＿＿＿＿設置「人權保障委員會」，讓主管人員行使職權時，即得檢視各級政府機關有無 

   違反國際人權公約之人權規定。 

 

４４．請舉出可歸化為台灣國民的其中一種方式。 

 

 

４５．根據第一課課本表格內容社會權包括工作權、生存權與＿＿＿＿＿。 

 

 

試題結束 



台中一中 108 學年度 高一 公民與社會 第一次期中考 參考答案 

１ ２ ３ ４ ５ 

Ｂ Ａ Ｄ Ｂ Ｃ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Ｂ Ｄ Ｃ Ａ Ｃ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Ｄ Ｄ Ｃ Ｃ Ｂ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Ｃ Ａ Ｃ Ｂ Ｂ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Ｃ Ｄ Ｄ Ｃ Ｃ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Ｃ Ｃ Ａ Ｂ Ｄ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Ａ Ｃ Ｃ Ｃ Ｄ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ＢＣ ＡＣ ＢＤＥ ＢＥ ＢＣＤ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雙輪替檢驗 ２年 監察院 婚姻、自願、

收養、認領 

（擇一） 

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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