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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非題：正確請選【Ａ】，錯誤請選【Ｂ】。每題 2分，共 20分 

(  )1. 1987 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提到「永續發

展」應符合「公平性」、「永續性」、「共同性」三項原則。 

(  )2. 1997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在日本簽署的「京都議定書」開啟了以國際約束方式限制

溫室氣體排放，但當時主要限制的都是以已開發國家的碳排放為主。 

(  )3. 在全球治理的發展過程中，強調要以國際之間的合作取代對抗，但為避免侵犯各國主

權，國際問題的解決仍有賴於國家來主導，非政府組織與跨國企業的影響力依然有限。 

(  )4. 國際地位是指一國在國際關係中為他國所肯定、尊重的位階，其中獲得國際地位最重

要的即是在政治上獲得承認。 

(  )5. 全球區域整合浪潮下，臺灣積極爭取加入地緣政治周圍的主要區域整合，目前已加入

的有「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 

(  )6. 高成本的營利事業媒體，為追求商業利益最大化，使得媒體間的購併案大增，但促成

大型媒體工業後，反能有更多資金製作高品質新聞，提升弱勢服務。 

(  )7. 新聞資訊是媒體組織的「產品」，而媒體所呈現資訊的「特殊性」是指記者或編輯撰稿

時，常會選擇特別有名的人物消息以吸引大眾目光。 

(  )8. 「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社群網路透過特定的「演算法」，針對網路使用者的

使用區域或各類搜尋記錄，推薦「篩選過」的特定訊息給該網路使用者。 

(  )9. 所謂「第四權」是指為避免傳播管道、組織、內容遭到特定的人或團體掌控，並使個

人、團體或機構都有平等運用媒體的權利。 

(  )10. 公民記者從狹義來說是指沒有專職於新聞業或受過專業訓練，但對周遭公共議題充滿

熱血，願意主動關注、紀錄、傳播訊息的每一位公民。 

 

二、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50分 

(  )11. 國家如何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也能兼顧「永續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關

注的議題，有關「經濟成長」與「永續發展」的相關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永續發

展強調在生態系統的穩定性考量下，不應追求經濟成長對社會產生的效益 (B)經濟成

長與永續發展都能兼顧跨世代及世代內的公平性問題 (C)經濟成長關注長期經濟效

益，永續發展則偏重社會與環境的和諧 (D)經濟高度成長不能保證永續發展，但永續

發展應是經濟發展的基礎 

 

 

 

市 立 臺 中 一 中 1 0 8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末 考 查  試 卷 

年級：一 組別：全 
科目名稱：補強公民與社會 

範    圍：第一冊 7～8 課 
科目代碼：16 ____班____號 姓名： 

※劃卡時，請再確認年級、班級、座號與科目代碼等欄位劃記正確，若因個人疏失導致電腦無法

正確判讀身份者，依本校試場規則第十三條規定，該科扣 10分。 

※本次考試合計 50題，分別為「是非題」（每題 2分）、「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題組題」（每

題 2分）及「多重選擇題」(每題 2分)四部分，請選出最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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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請先閱讀資料一與資料二，再從下列選項選出最有可能的推論？ 

 資料一 快時尚已經徹底顛覆消費者選擇貼身商品的模式，讓衣服變成「拋

棄式」產品。根據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統計，在 2000年至

2014年間，全球成衣產量增加 2倍，突破 1,000億件。英國時尚媒

體《時裝商業評論》（Business of Fashion）曾報導，服裝紡織業是

僅次於石油業汙染最為嚴重的產業，包含製造過程中的有毒物質、

新品產量的劇增，都造成了環境負擔，另外企業也有嚴重剝削勞工

嫌疑，80%服裝製造業勞工來自第三世界國家，一天賺不到 3美金。 

資料二 隨著消費者道德意識提升、永續發展的課題也更被重視，Ethical 

Fashion（道德時尚）、Eco Friendly （環境友善）以及 Sustainable 

Fashion（永續時尚）等詞彙也成為品牌熱門的討論詞。 

快時尚的廠商在近幾年越來越向可循環的生產模式靠攏。像是 Zara

便用新型技術取代傳統化學藥劑漂白技術，降低對環境的汙染；而

H&M則採用更好的棉花原料、嚴格控制水資源使用、並發起舊衣回

收活動希望能資源再利用。 

 
  

(A)資料一與資料二都推崇「快時尚」帶來的流行與引領時尚的貢獻 (B)資料二比資料

一更相信「快時尚」品牌廠商能往永續發展邁進 (C)資料二認為促進「快時尚業者」

注意環保議題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法規」 (D)資料一最有可能是「快時尚業者」對生

產過程的自省與反思 

(  )13. 永續發展的三個面向各自有其重點，但彼此之間又是相互關聯，請問下列何者屬於「經

濟面」與「環境面」的相互作用？ (Ａ)重振就業與經濟成長 (Ｂ)提倡責任消費與生

產 (Ｃ)追求健康與福祉 (Ｄ)建構和平與正義制度。 

(  )14. 受到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政府間常因經貿、環保、人權等議題產生衝突。又或者

因全球化的好處並未雨露均霑的分配給各階層的人民，導致民眾與政府間的抗爭頻

傳。因此，「反全球化」論述與社會運動也隨之興起。請問：下列哪一敘述最有可能

屬於「反全球化」的主張？ (A)政府應考慮簽定自由貿易協定後，對國內就業市場造

成的影響 (B)標榜國內文化特色與經濟發展至上，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拒絕與經濟先進

國家互動往來 (C)訴求強化 WTO 的實際影響力，以確自由貿易能在各會員國之間落

實 (D)為促進與國際的接軌，低度開發國家應加強執行維護智慧財產權的法令 

(  )15. 承上題，下列有關「反全球化運動」的敘述何者正確?(甲)反全球化運動又稱地球正義

運動；(乙)反全球化運動也是在地化主義；(丙)反全球化運動訴求縮減貧富差距；(丁)

反全球化運動是逢「全球化」必反。  (A)甲丙 (B)甲乙丁 (C)甲丁 (D)甲乙丙 

(  )16. 當年聯合國各會員國簽署《京都議定書》時，為達到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共設計了三種

彈性機制，其中有關於「清潔發展機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簡稱 CDM)」的

敘述何者正確？ (A)已發開國家協助開發中國家溫室氣體減少之數量成果可以雙方

共享 (B)對超額完成削減任務的已開發國家給於排放權獎勵 (C)由已開發國以資金

和技術投入方式，與另一已開發國合作實施溫室氣體減排或溫室氣體吸收的計畫 (D)

簽約國之間可進行碳配額交易 

(  )17. 在全球化的時代，國際組織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多方協商也比從前來的多元普遍。

下列為我國有參與的國際組織敘述，何者正確？ (Ａ)世界貿易組織：使命在於創造

自由、公平的貿易環境，我國加入名稱為中華臺北 (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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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旗下國際體育組織，基於一個中國原則，我國參與名義為中華臺北 (Ｃ)亞太經

合會：我國以中國臺北名義加入會員，且兩岸三地同時加入 (Ｄ)亞洲開發銀行：亞

太區政府之間金融機構，目的為促進亞洲經濟與社會發展，我國為創始會員國。 

(  )18. 請閱讀以下資料，並根據資料，以下哪一推論最可能是正確的？ 

 資料一 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後不久，德國即宣布在 2022年全面停用核電，成

為第一個推動能源轉型的主要工業國家。煤電目前仍是德國主要的

電力來源，發電量約占四成，全國總裝置容量 42.6GW。委員會的建

議是分階段淘汰，在 2022年前降到 30GW，2030年前降到 17GW，

最遲在 2038年完全停用煤電。 

資料二 法國總統馬克宏發表能源政策主軸，宣布 2022 年之前關閉所有

燃煤電廠、2035年之前降低核電比例到 50%。他還要改變法國生

產電力的方式，目標是在 2030年之前，陸上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產能

分別提升 3倍及 5倍，還要發展海上風力發電和水力發電，發展這

些再生能源的預算預計將達 70億到 80億歐元（約新臺幣 2,450億到

2,800億元）。 
  

(A)法國與德國採取的能源政策方向相同，都以廢核為首要考量 (B)法國政府認為核能

發電的機會成本低於燃煤等火力發電方式 (C)法國政府比起德國政府更重視再生能

源的研究 (D)德國政府認為使用火力發電的機會成本高於核能發電 

(  )19. 支持下列何種主張的人最有可能提出「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口號，積極替貧窮國家

爭取減輕債務的負擔、爭取西方工業國家對於非洲國家的經濟援助等，並且認為人權

是普世價值？  (A) 在 地 化 （ localization）  (B) 經 濟 全 球 化  (C)另類全 球 化

（altermondialisation） (D)全球化（globalization） 

(  )20. 就全球化和國家的關係而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許多跨國企業設立「境外公

司」避稅，雖然可降低成本，提高獲利，但卻不一定有助於母國經濟的發展 (Ｂ)全

球化使得國際互動增加，更能彰顯國家主權 (Ｃ)全球化使得國家的疆界不再具有實

質意義 (Ｄ)許多跨國性的議題需透過國際合作解決，顯示單一國家在全球化過程的

不再具有主導地位 

(  )21. 全球化帶來的人口移動，使得各國政府不得不重視這些新移民公民權的議題。在臺灣

這些議題「不包括」哪一項？ (A)新移民至新的國家的文化適應問題，政府應主動協

助 (B)外籍移工與本國勞工在基本薪資方面，應享有同等之待遇 (C)臺灣本土的人民

也要學習如何接納和尊重這些新移民的文化 (D)移民群體的文化權母語使用應被尊

重及接納 

(  )22. 1992 年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提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指跨國

企業考量世界各地的特殊情況，將商品或服務進行適當地調整。下列哪一組合屬於全

球在地化現象？ (甲)因應韓國來台遊客大增，許多餐廳與名產店紛紛提供韓文菜單

或介紹看板；(乙)知名科技大廠推出新型平板電腦，因款式新穎，引起本地消費者搶

購熱潮；(丙)全球咖啡連鎖店結合臺灣當地素材，推出獨特的烏龍茶口味咖啡；(丁)

臺灣知名自行車品牌以不同的車身塗裝配色因應各國對顏色喜愛的差異。 (A)甲丙 

(B)甲丁 (C)乙丁 (D)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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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近年來世界各國開始重視全球暖化及溫室效應帶來的影響，環保人士更是大聲疾呼要

全世界共同面對這場全球性的危機。根據上述的內容，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Ａ)上

述的內容單純屬於環保議題，並未牽扯經濟、社會層面 (Ｂ)全球暖化屬於先進國家

應要去重視解決的問題，貧窮與落後的開發中國家基於經濟考量仍不需參與 (Ｃ)氣

候的變化問題應該透過全球治理的角度來共同解決 (Ｄ)解決全球暖化最好由環保先

進國家制訂國際環保法規制來裁超額排放溫室氣體國家。 

(  )24. 右圖為環境資源部所推廣碳足跡標章，希望能為環境保護盡一份心

力，下列有關於我國節能減碳的發展，何項符合現況？  (Ａ)我國在

退出聯合國前已簽署《京都議定書》，被要求碳減排 (Ｂ)我國目前

採自主進行碳減排措施，也推廣節能減碳 (Ｃ)我國已擁有碳排放權

交易市場，以碳足跡標章上的 CO2 排放數字為交易計算依據 (Ｄ)碳

足跡指回收業者在回收物品時可以節省出多少的 CO2。 

(  )25. 下列關於「非政府組織」（NGOs）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

雖然不亞於政府間國際組織，但由於不具公權力，所以組織數量正逐漸減少中，亟需

各國政府支援 (Ｂ)國際特赦組織，即為著名的非政府國際組織 (Ｃ)非政府國際組

織，亦可依區域的廣狹分為「全球性」與「區域性」 (Ｄ)非政府國際組織由來自數

個不同國家的個人或團體，自發性組成，又稱「民間性國際組織」 

(  )26. 2020年最夯的韓劇之一《愛的迫降》劇情提到原本孤僻但多金女主角伊世理從北朝鮮

逃回韓國後個性大改，竟然開始與屬下員工到某知名連鎖速食店大啖潛艇堡，該速食

店出現次數之多與頻繁，不禁令人懷疑是否為業配。請問：前述現象與下列何者最相

似？ (A)社群網路平台持續討論「國民黨立委佔領立法院杯葛考監委員名單」的效應 

(B)電視新聞報導美國吉利德（Gilead Sciences, Inc.）公司的「瑞德西韋」（remdesivir）

是世上第一款證明能有效改善新冠肺炎症狀的藥物 (C)某週刊封面為捕獲某野生藝

人酒後失態的畫面 (D)鄉土劇安排主角們在廟口聊天時巧遇某立委候選人在宣揚其

政治理念訴求。 

(  )27. 澳門「賭王」何鴻燊於 2020 年五月病逝，享耆壽 98 歲。他幼時家世顯赫，但其後家

道中落，他轉赴澳門發展時，據說身上只有港幣 10 元，結果憑努力闖出一番事業，締

造一代賭王傳奇。因此，新聞媒體特別關注、大肆報導，還製作專題報導介紹他的生

平以及四房妻子與 17 名子女之間的家庭糾葛，種種現象反映了該新聞來源具有何項特

性？ (A)顯著性 (B)鄰近性 (C)重要性 (D)衝突性 

(  )28. 我國《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31 條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之分公司或代理商不得於新聞報導及兒童節目為置入性行銷」。請問：根據上述內容，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新聞報導及兒童節目節目只要在播放前或播放後有告知節

目中有廣告資訊，就不算置入性行銷 (B)此為透過政府公權力落實媒體自我監督，達

到媒體自律的方式 (C)此法只限制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主不得進行商業置入性行銷，並

未限制政府在新聞節目或兒童節目中進行政策推廣置入性行銷  (D)若在兒童節目間

檔播放的各種兒童玩具與零食廣告並不違法。 

(  )29. 新聞以「鐵路刺警案判無罪引眾怒！這項判決關鍵你能認同嗎？」、「韓國最美小三韓

素希衣服脫一半低胸蝴蝶結網全暴動：辣翻」為標題，用來吸引閱聽人目光，以獲取

更多點閱率與收視率。請問：上述情形顯示商業媒體為營利需求對公共意見產生何種

現象？ (A)形成單一意見 (B)偏向娛樂化 (C)篩選使用人偏好 (D)設定議題 

(  )30. 景賢因為喜歡某水果品牌的 3C 商品經常上知名購物網站觀看其產品以及其相關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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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售後評價與文章，後來他發現在手機網頁瀏覽軟體的版面上出現更多該品牌相關的

文章，讓他覺得無須花費太多時間找尋資訊，還可以直接分享貼文。請問：景賢之後

有可能會遇到什麼狀況？ (A)透過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資訊來源越來越單一化 

(B)此為媒體再現，可能會使景賢弱化該品牌認同 (C)網購業者日後會故意篩選該品牌

商品惡評貼文給景賢 (D)景賢將更容易接收到與自己品牌偏好不同的聲音，使自己對

品牌偏好趨向多元化 

(  )31. 前一陣子網路上的臉書、BBS 或者 Dcard 等交流平台，經常出現跟「客家」相關的留

言文章或者笑話，並將客家一詞等同「摳」、「吝嗇」或「當森」(台語)等形象。有網

友出面譴責這類文章發言不當，並要求更正內容。請問：根據上述內容判斷，他們認

為該類網路留言不當的理由，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有置入性行銷閩南人重視人

情味與待客之道之嫌 (B)要求客家人加強節儉愛物的形象 (C)形塑並強化網路使用

者對客家人的刻板印象與偏見 (D)網路留言不應真實反映客家人真正的形貌 

(  )32. 甲電子報標題：「美國以國家安全和避免軍事機密外洩為理由，下令封鎖中國手機通訊

龍頭業者華為」，乙電子報標題：「美國為獨佔 5G 專利而封鎖華為，而華為是否為協

助中國在各國從事間諜工作目前還不確定」。從甲、乙兩家電子報對於「事實」詮釋的

差異，下列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新聞自由展現，新聞報導的立場不受到各方政治

權力影響 (B)反應新聞資訊幕後蒐集、生產與製作標準化流程的差異 (C)不同的報導

風格與公民記者興起、媒體近用權落實有關 (D)報社是資訊生產者，對於事實有不同

的評論與詮釋角度 

(  )33. 2019 年總統大選期間，蔡總統被踢爆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SE）的博士畢業論文並

未完成繳交程序，涉嫌學歷造假，引發社會嘩然，為此總統府特別召開記者會提出總

統畢業證書與畢業論文來證明消息不實，蔡總統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強調自己的學

歷毋庸置疑。請問：這是行使何種權利？ (A)第四權 (B)答辯權 (C)使用權 (D)媒

體外在監督 

(  )34. 麗澤姐姐和慎思哥哥在探討 2020 年高雄市長罷免案通過的原因。麗澤姐姐：「這次罷

免投票結果真是出乎我意料！我在網路上看到大家都跟我一樣支持韓市長，殊不知原

來有這麼多人跟我意見不同。」慎思哥哥：「沒錯！而且臉書上完全看不出別人到底為

什麼要罷免他，太讓我驚訝了！」請問，關於麗澤姐姐和慎思哥哥所談論的現象，下

列選項何者正確？ (A)社群網路會透過特定演算法篩選使用者偏好 (B)社群網路使

得閱聽人得以接收更多元的資訊 (C)此現象反映網路意見不容易造成群體的分化 

(D)此現象反映多數公民透過網路將會理性分析進行判斷 

(  )35. 韓劇《梨泰院 class》中刁蠻又聰明的女主角趙以瑞為了改善男主角朴世路慘澹經營的

小餐廳生意，運用自己強大的網路影音平台直播影響力來介紹餐廳菜色，成功吸引許

多顧客上門。請問：在網路時代下，人可以像女主角一樣隨時隨地透過社群平台來傳

達資訊，甚至成功經營自己形象品牌來獲利，成為媒體傳播者。稱之為？ (A)獨立記

者 (B)自媒體 (C)閱聽人 (D)新媒體 

 

三、題組題：每題 2分，共 10分 

【題組一】2020 年 5 月下旬臺灣受到滯留鋒面及西南氣流影響，中南部多日有短時強降雨，部

分高屏地區因受到猛烈雨勢影響而停班停課。有網友特地 PO 了高雄淹水的照片與新

聞，質疑高雄前市長韓國瑜的清淤政績，然而隨後卻被高雄市政府打臉是舊照片，對

此高雄市前新聞局長爆氣連發 2 篇文，要大家不要傳播錯誤訊息。請回答 36 至 38

第6頁，共計8頁 

題： 

(  )36. 請問上述可看出新聞資訊主要受到何者影響？ (A)記者和編輯的編寫角度 (B)消息

來源者的觀點 (C)媒體組織的立場 (D)閱聽人的真正需求 

(  )37. 請問上述情況源自於網路媒體衍生的何種問題？ (A)電視媒體未做確認逕自報導 

(B)透過散佈不實消息影響輿論 (C)數位落差造成公共參與的不平等 (D)媒體納入置

入性行銷影響閱聽人 

(  )38. 對於不瞭解高雄災情現況且資訊不對稱的廣大民眾而言，如何判斷網路照片可能有問

題且應予存疑？ (A)照片標題是否過於聳動而且與救災無關聯 (B)依照網民的留言

意見傾向來做判斷 (C)照片貼文是否有出現「照片僅供參考」警語 (D)依照片當事人

或高雄市府相關單位的說法來判定 

 

【題組二】回想豪情一中人一天的日常作息：早上起床，(甲)吃著澳洲進口的麥片加牛奶；上

學搭的是(乙)從中國進口的雙節公車；學校英文課本裡教的是(丙)美國人的日常對

話。放學後走在一中街夜市，服飾店裡正放著(丁)韓國女團 twice 的歌。回家看到電

視新聞報導，內容包含(戊)香港版國安法通過，在港主張台獨舉旗呼口號會被立刻逮

捕；(己)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再度攀升，導致歐股走勢分歧；(庚)印度與中國邊界爆發

兩國軍人死傷衝突造成南亞局勢不安，引發印度民眾抵制中國貨等訊息。請回答 39至

40 題： 

(  )39. 上述畫線處的生活事件，正是哪一種現象的呈現？ (Ａ)全球在地化 (Ｂ)另類全球化 

(Ｃ)在地全球化 (Ｄ)全球化 

(  )40. 上文中，有哪些事件需要透過全球治理方式來進行？ (Ａ)甲丁戊 (Ｂ)乙丙己 (Ｃ)

戊己庚 (Ｄ)乙丁庚 

 

三、多重選擇題：每題 2分，共 20分 

 

 

 

 

(  )41. 環保署曾預告限塑草案，自 2019 年 7月開始限制塑膠吸管，讓民眾意識到選擇購買「不

鏽鋼吸管」或「玻璃吸管」以達到環保目的，進而在臺灣社會掀起一股換購吸管、減

塑做環保的「潮流」。但是從吸管的製作過程來看，玻璃與不鏽鋼皆需消耗大量的原料

與能量，這些能量的投入，只會消耗地球的資源，同時造成溫室效應惡化、碳足跡增

加。從這個觀點來看，不鏽鋼材質與玻璃吸管可能會比塑膠吸管更不環保。針對上述

的吸管使用爭論，請選出正確的推論？ (A)因為不銹鋼吸管與玻璃吸管更不環保，政

府應恢復原有政策 (B)政府限塑政策過度干預自由，民眾可以拒絕遵守 (C)不鏽鋼與

玻璃吸管製程雖耗能，但若落實重複使用，長期垃圾還是可以減量 (D)重點不在於吸

管的材質，在於民眾的環保意識能否提升以及在生活中落實 (E)環保概念與政策作法

經常與時俱進，不應用法規約束要求。 

(  )42. 川普在美國大選競選中表示，當選之後他將採取行動幫助美國的石油和煤炭工業。上

任後便簽署行政命令讓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美國退出滿一年後，總統在 G20的高峰會

上大談美國聯邦環境法案，他認為這些燃煤的碳排放影響不大，且重申他不合作的立

※ 第 41題至第 50題，每題有五個備選答案，各自獨立，唯其中至少有一個為對的答案。

對此五個備選答案，考生的選擇，若符合標準答案，則可各獲 1/5題分；若不符合標準

答案，則各倒扣 1/5題分；若完全不作答，視同放棄，不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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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說明自己身為美國總統應該為匹茲堡（象徵美國工業城市）人民服務，而非各國

人民。請問：根據上文所述，以下哪些選項的推論可能是正確的？ (A)川普認為國內

的經濟發展比國際的永續發展更加重要 (B)川普退出巴黎協定，可能讓其他國家對協

定的遵守意願下降 (C)川普是為落實選舉承諾才退出巴黎協定，符合全球治理的概念 

(D)川普認為國家主權與利益的行使應優先於國際的共識或是協定 (E)川普認為各國

之間應團結合作共同對抗恐怖份子的安全議題 

(  )43. 外交部為落實「全民外交」的理念，於 2000 年 10 月成立「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

會（簡稱 NGO委員會）」。自 2012 年 9月配合行政院機關組織改造更名為「非政府組

織國際事務會（簡稱 NGO國際事務會）」，以協助國內具活力的多元民間團體參與非政

府間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及交流活動，強化我 NGO與國際接軌。請問：下列哪些選項

中的活動屬於「NGO國際事務會」負責輔導與推動的範圍？ (A)志工在吐瓦魯貢獻新

生兒照護專長，為國際醫療盡心力 (B)總統出訪南太友邦：「籲加強區域合作，要讓

臺灣的努力被看見」 (C)中華郵政工會參加「國際網路工會 2016 年郵政及物流全球

大會」 (D)陽光基金會印度耕耘三年有成，奮力逆轉 500 名燒傷婦女弱勢宿命 (E)

我國日前在WTO會議上承諾未來以「已開發國家」定位參與談判 

(  )44. 世界衛生組織為聯合國體系內負責衛生事務之國際組織，是國際上最大的政府間衛生

機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組織法》，世界衛生組織的宗旨是「使世界各地的人們盡可

能獲得高水準的健康。」該組織給健康下的定義為「身體，精神及社會生活中的完美

狀態」。關於WHO的參與狀態可區分為以下三種： 

 

會員資格 說明 

會員國 

所有聯合國的成員都有資格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依世

界衛生組織的章程：「其他國家只要提出申請，在世

界衛生大會中過半數通過，即可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

會員國。」 

準會員國 
不具備主權和外交權的殖民地可以由負責其外交事務

的會員國申請，成為它的副會員。 

觀察員 

 

政治實體提出會籍申請以後，但申請尚未通過世界衛

生組織正式程序接受前，由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長考

慮工作實際需要，可以邀請這些提出申請的政治實體

，作為世界衛生大會的觀察員參加會議。 

世界衛生組織中的觀察員資格包括主權國家、準主權

國家及非政府組織，沒有投票權及人事分配權，每年

僅可參與一週的世界衛生大會，無法取得關於世衛的

重要文件。 

 
參酌以上資料，下列關於我國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中華民國 1960 年代為世界衛生組織的正式會員國 (B)臺灣目前積極在爭取成為世

界衛生組織的「準會員國」 (C)我國在與美國斷交後失去世衛正式會員國的資格 (D)

我國在退出聯合國後被降格成為世衛「觀察員」 (E)我國在 2009 年-2016年曾受邀參

加世界衛生大會 

(  )45. 現代社會媒體發達，但因媒體報導所產生的社會問題亦不少，已成為日常生活中愈來

愈嚴重的議題。請問下列媒體的行為何者會有侵害人權的問題？ (A)記者以「狗仔隊」

方式跟拍、任意暴露個人資訊，造成個人隱私與名譽受損 (B)枉顧「無罪推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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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率地將警方的辦案推測方向，直接當成確定訊息來將罪嫌視為罪犯 (C)為刺激收視

率，媒體也愈來愈傾向以新奇刺激的方式進行報導，使得新聞報導偏向娛樂化 (D)

刻意將行銷事物或商品以巧妙的方法置入媒體當中，減低對廣告的抗拒心理進而接受 

(E)求新、求快的「獨家」壓力，導致媒體慣常提供不需深度思考的表淺性資訊 

(  )46. 幾位學生討論何謂「媒體近用權」，請問哪些人的說法正確？ (A)甲：柴契爾夫人過

世某媒體誤植女王畫面，事後媒體主動公開發稿更正 (B)乙：發起拒絕觀看煽動、暴

力、血腥的節目，響應關機運動 (C)丙：民眾 call in到政論節目發表對於臺北大巨蛋

繼續施工的看法 (D)丁：向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投書假新聞 (E)戊：原住民族可在專

屬的電視頻道播送自製節目 

(  )47. 有報紙引用社群網路貼文指出日前桃園有名房東在網路上發文指稱他的房客夫妻三個

月未交租金，催繳時竟以疫情關係以及租房本來就應該給人拖延為理由拒繳租金。文

一發出立即引發網友關注與撻伐，房客夫妻還被肉搜爆料把租屋處當麻將賭場，甚至

連 11 年前酒駕史也被挖出。請問因科技發展衍生的媒體運作問題為何？ (A)網友搜

索當事人個資，侵犯隱私權 (B)報紙未經查證消息內容與事件始末便引用網路貼文，

可能誤導閱聽大眾 (C)網友留言撻伐若手段不當便會淪為網路暴力 (D)報紙引用網

路文章或語言，更容易吸引閱聽人注意 (E)訊息多元不一使媒體難以展現價值中立 

(  )48. 在新聞報導或戲劇節目中可能藉由刻板印象或偏見的方式來呈現特定議題，或描述特

定的性別、族群、階級等，加深了社會大眾對於特定性別、階級、種族的誤解，進而

影響了公共意見的形成，形成媒體再現的不平等。請你判斷下列何者新聞標題呈現出

「媒體再現的不平等」現象？ (A)「逃逸外勞 661 人越南籍最多」 (B)「台鐵殺警事

件精神疾病兇手可以無罪」 (C)「悔過不簽賭身障男家遭砸」 (D)「米酒降價，原住

民又喝起紅標了」 (E)「佛洛伊德之死延燒 美國品牌保養品刪”美白”相關字詞」 

(  )49. 現代社會的媒體往往具有公共角色的功能。有關媒體在公共領域的角色與責任等概

念，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Ａ)媒體在公共角色的扮演上，只具有娛樂與商業的性質 

(Ｂ)透過媒體，可以尋求不同立場的聲音，形成社會共識，達到社會進步 (Ｃ)媒體只

能宣達公共意見，無法教化民眾 (Ｄ)新聞價值的高低，只需依照新聞從業人員的專

業準則來決定，不須考量大眾輿論，以維繫報導的中立 (Ｅ)新聞報導與新聞事件之

間的關係，取決於媒體的專業準則，依消息來源的準確度來決定是否報導 

(  )50. 目前臺灣獨立與小眾媒體有：以農業與綠色蔬食為主題的「上下游新聞市集」、長期觀

察並支持社會運動的「苦勞網」、關心文化與藝術議題的《破週報》、關心臺灣移民移

工的《四方報》，以及關懷弱勢與小眾的「生命力新聞網」等等。此外，臺灣更有無數

部落格與多個公民新聞平臺。請問這些媒體的產生顯示了哪些意義？ (Ａ)臺灣媒體

漸漸走向非營利媒體的建構 (Ｂ)由公民團體對媒體加以監督，亦可進而促成媒體的

自律 (Ｃ)民眾在媒體接近權的意識抬頭 (Ｄ)媒體趨勢走向公民新聞的產製 (Ｅ)此

為善用媒體使用權的展現。 

 

 

考題到此結束！ 

放下筆、深呼吸、聳聳肩，放下緊張的心情。有時間可以再檢查一下。 

敬祝各位同學取得理想成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1頁，合計1頁 

 

 

 

 

 

 

1 2 3 4 5 

Ａ Ａ Ｂ Ａ Ｂ 

6 7 8 9 10 

Ｂ Ｂ Ｂ Ｂ Ａ 

11 12 13 14 15 

Ｄ Ｂ Ｂ Ａ Ａ 

16 17 18 19 20 

Ａ Ｄ Ｂ Ｃ Ａ 

21 22 23 24 25 

Ｂ Ｄ Ｃ Ｂ Ａ 

26 27 28 29 30 

Ｄ Ａ Ｄ Ｂ Ａ 

31 32 33 34 35 

Ｃ Ｄ Ｂ Ａ Ｂ 

36 37 38 39 40 

Ｂ Ｂ Ｄ Ｄ Ｃ 

41 42 43 44 45 

ＣＤ ＡＢＤ ＡＣＤ ＡＥ 
ＡＢ 

 

46 47 48 49 50 

ＣＥ ＡＢＣ ＡＢＣＤ ＢＥ ＡＢＤＥ 

 

市 立 臺 中 一 中 1 0 8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末 考 查  試 卷 

年級：一 組別：全 
科目名稱：補強公民與社會 

範    圍：第一冊 7～8 課 
科目代碼：16 ____班____號 姓名： 

※劃卡時，請再確認年級、班級、座號與科目代碼等欄位劃記正確，若因個人疏失導致電腦

無法正確判讀身份者，依本校試場規則第十三條規定，該科扣 10分。 

※本次考試合計 50 題，分別為「是非題」（每題 2 分）、「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題組

題」（每題 2分）及「多重選擇題」(每題 2分)四部分，請選出最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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