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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 第一學期 期末考《公民與社會》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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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B1L1~L3  劃卡 

一、單選題(第 1~10 題，每題 2.5 分，共 25 分。請選出最適當選項。) 

（  ） 1.為落實聯合國「國際人權憲章」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相關人權保障之規定，我國於 2009 年立法通過「兩公約」施行法，要求各級政府行使職權時，

應符合相關人權保障規定，並 2 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兩公約及其施行法所

具備的意義為何？(甲)個人有權對抗來自於國家的不合理干預及侵害；(乙)人民有權向國家爭取經

濟、社會及文化等；(丙)闡明會員國國民權利，並敦促聯合國積極落實；(丁)福利人權需仰賴國家

的保障，也來自於國家的賦予；(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人權基礎應優先適用。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  ） 2.國際特赦組織發表《2018 年香港年度人權狀況回顧》，內容中指出，過去一年香港政府日益以中

國「國家安全」為藉口，限制香港人民的言論、結社及和平集會自由，人權狀況嚴重惡化，對所

有珍惜香港自由的人而言是一個警訊。上述事例凸顯何種意義？ (A)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報告是促

進普世人權的管道之一 (B)當代主要透過國際強權國家來促進普世人權的實現 (C)國際政府組

織具有強制力，故推動人權的成效較佳 (D)聯合國透過審查報告將各國的人權事務推向國際化 

（  ） 3.由朝野立委連署提案的「宗教基本法」草案引發廣大議論，某政黨針對部分法條作出圖中的解讀，

若以圖中推論，該政黨應認為「宗教基本法」草案違反何種原則？ 

 

(A)法律保留原則 (B)法律不得牴觸憲法 (C)國民主權原則 (D)司法體系獨立審判 

（  ） 4.以前屬於部落的祭祀廣場、聚會所等土地，都不能登記所有權，因此變成國有土地。此外，屏東

縣來義鄉排灣族的傳統文化「五年祭」，排灣族部落居然無法申請為保存者，反而由民間團體申

請為保存者。請問：上述現象的起因最可能是部落欠缺什麼要素？ (A)權利能力 (B)民意支持 

(C)權利意識 (D)領導人物 

（  ） 5.某市長候選人在政策辯論會時提到：「我上任第一天就會宣誓，如果貪汙將放棄假釋，在牢裡關

到死，每一位政務官也必須宣誓，以建構人民對政黨政治人物的信任。」語畢不少市民稱讚其「

了不起，負責！」。請問：市民所提及的負責意涵，性質上與何者最為相近？ (A)交通部長因國

營鐵路發生重大事故而遭到撤換 (B)行政院長為所屬政黨在大選中慘敗而下臺負責 (C)總統對

於推動改革所造成的民怨正式對外道歉 (D)校長隱匿性平事件未向上通報而被記大過降職 

（  ） 6.在環保團體關注永續環境、避免汙染的禁塑民意推動之下，環保署正式發布限用一次性塑膠吸管

的政策，自 2019 年 7 月起，包含公部門、公私立學校、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連鎖速食店等 4

大類共 8,000 家業者，不得提供內用者一次性塑膠吸管，若違反規定，可依《廢棄物清理法》處

以罰鍰，而初期推動階段，將針對首次違規者予以勸導，不處罰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政府禁用一次性塑膠吸管的措施，限制了業者的營業自由，所用手段不符合比例原則 (B)政府

禁用一次性塑膠吸管的措施，限制了業者的營業自由，其目的在於避免緊急危難 (C)環保團體

呼籲禁用一次性塑膠吸管以維護環境，環境權屬於憲法所保障的列舉基本權 (D)業者於政策施

行後違規遭到罰鍰，有提出行政救濟的權利，是憲法保障的列舉基本權 

（  ） 7. 2018 年底有兩項關乎民生議題的公投案，分別是「反空汙－逐年降低火力發電」以及「反核食

－禁止日本核災食品進口」，提案者呼籲大家踴躍投票支持，才有機會確保國民及後代子孫的健

康存續。請問：上述呼籲所反映的公民權利間發展關係應該是下列何者？ (A)以自由權影響社

會權的實現 (B)藉參政權促成社會權的落實 (C)以自由權影響文化權的實踐 (D)藉參政權促

成文化權的開展 

（  ） 8. 人權理念近年不僅在全球各地宣揚，更在臺灣蓬勃發展，請問：以下有關臺灣近年來重視人權理

念的具體表現，何者正確？ (A)由於聯合國尚未確認臺灣的國際地位，因此臺灣退出聯合國後

單方面簽署的人權條約，皆不具效力 (B)臺灣於簽署《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

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後，立即在立法院進行實質審查，完成所有對內的法定程序 (C)立

法院在批准兩大人權國際公約後，同時通過其施行法，藉以要求建立國家人權報告的制度，並對

兩項國際公約進行必要之監控 (D)1990 年前後，臺灣許多企業公司及政府單位開始推動前述兩

公約的再次批准運動 

（  ） 9.我國國民年金的開辦，其中一項重要意義，是讓多數未在職場的家庭主婦都納入保險，婦女權益

得以保障。從國家以憲法及相關法律來保障基本人權的角度來看，實施國民年金保險，可體現何

種人權的精神？ (A)財產權 (B)生命權 (C)社會權 (D)平等權 

（  ）10.美國近來極力施壓盟邦，如德、澳等國，要求盟邦各國不要購買中國大廠「華為」第 5 代行動通

訊設備，並警告採用華為設備可能會有監聽甚至癱瘓的危險，華為行動通訊的安全性問題因此引

發國際輿論熱議。下列何者與上述美國施壓盟邦的情形最相似？ (A)德國前身為神聖羅馬帝

國，因此擁有位於西歐的領土 (B)德國政府開放難民入境，並發放食物券給收容之難民 (C)歐

盟決議請德國接收在敘利亞等地區的難民入境 (D)德國人民要求總理必須停止開放收容難民的

政策 

二、題組題(第 11~40 題，每題 2.5 分，共 75 分。請選出最適當選項。) 

※下列 11~12 題為同一題組，請就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  ）11.上述文化部的政策作為，所展現的平等意涵與何者最為相近？ (A)地方選舉設有婦女保障名額

來保障女性的政治參與 (B)在我國的外籍移工也同樣適用最低基本薪資的保障 (C)身心障礙者

能夠申請特殊考場以保障其應試的權益 (D)所有企業須雇用一定數量的原住民以保障其工作權 

（  ）12.若從「國家協助基本權利實現」的角度來分析《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立法意旨，其理由及類型最

可能是何者？ (A)要求國家不得任意干涉人民的基本權利 (B)利用公權力排除外力對人民基本

權利的干擾 (C)提供必要制度讓人民行使制度性基本權 (D)傳承維繫多元文化的發展，保障文

化傳播與公共服務權利 

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定義「國家語言」範疇是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語言及

臺灣手語，國家語言一律平等，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以尊重各語言的多元性、平

等發展及傳承延續。文化部長表示，目前已經有原民臺、客家臺，為落實文化平權，文化部編列 4

億預算，補助公視在 2019 年 6 月籌設全臺語電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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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 13~14 題為同一題組，請就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  ）13.上述釋憲內容對於基本人權的影響及意義，何者解讀最為正確？ (A)往後監獄長官不能夠再閱

讀受刑人所發受的書信 (B)受刑人基本人權的保護仍應先於監獄紀律的維護 (C)限制人權若基

於維護監獄紀律的必要就不會違憲 (D)受刑人的祕密通訊及言論自由從此不受限制干涉 

（  ）14.上述《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侵害受刑人權利而違憲，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何者？ (A)

一律閱讀書信形成過度侵害 (B)限制人權的目的並不夠正當 (C)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的要求 

(D)未視情況給予合理差別待遇 

※下列 15~16 題為同一題組，請就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  ）15.下列被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宣告違憲的法律規範，何者侵害《憲法》第 8 條保障的基本權？ (A)

將意圖得利與人姦宿者處以罰鍰，卻未處罰性交易相對人 (B)計程車駕駛人於執業期間犯特定

之罪者，吊銷其駕照，3 年內不得考照 (C)《民法》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成立

具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 (D)被羈押後被判無罪確定者，無論其受羈押時可歸責自身

的程度及所受損失大小，均不得請求全部補償 

（  ）16.對於《憲法》第 8 條有關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的程序或要件之敘述，何者正確？ (A)人民

向管轄法院聲請提審，法院可依職權裁量予以拒絕 (B)現行犯及重大刑事案件的嫌犯均可由一

般民眾逮捕拘禁 (C)人民受到不法的逮捕、拘禁、審問及處罰，事前得拒絕，事後得救濟 (D)

人民欲向法院聲請 24 小時內向逮捕機關提審，須以受到非法逮捕拘禁為前提 

※下列 17~19 題為同一題組，請就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  ）17.立法院修訂《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並且授權農委會以命令提高進口非洲豬瘟疫區豬肉，卻沒有

申報的罰則達 20 萬元（首犯）所遵守的憲法原則與下面何例相同？ (A)警察面對違法示威遊行

先舉牌警告 (B)只要是我國國民均可收到政府刺激經濟的消費券 3,600 元 (C)國家給予低收入

戶租屋補貼 (D)《毒品防制條例》授權行政機關公布管制藥品的種類 

（  ）18.若小明從美國帶回鮭魚肉被處罰 20萬元，請問：行政機關違反以下什麼原則？ (甲)比例原則 (乙)

平等原則 (丙)法律優位 (丁)法律保留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甲丁 

（  ）19.如果承審法官覺得適用的法律侵害人民的基本權，請問：該法官該如何處理？ (A)聲請大法官解

釋並暫時停止審理此案 (B)直接宣布違憲 (C)請人民自行聲請釋憲 (D)不予理會繼續審判 

※下列 20~21 題為同一題組，請就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  ）20.關於上述文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中國政府此舉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其人民權利，屬於

侵害隱私權 (B)中國政府是因為以「防止激進伊斯蘭極端思想」在中國生根，而為對其人民實

施「再教育」嚴重侵害了人民的言論自由與信仰自由，是對於外在行為的限制 (C)中國政府這

種舉動被世界各國譴責，是為了預防恐怖組織而採取拘留其人身自由並給予思想上的控制，其手

段屬於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並無過當，無侵犯人民的人性尊嚴 (D)中國政府洗腦教育行為，屬於

對於內在信仰與言論自由的侵害，故違反基本人權，必須給予譴責 

（  ）21.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CERD）是監督締約國落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情況的獨

立專家機構。聯合國除了 CERD 以外還有其他機制來落實普世人權，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理事國組成 (B)聯合國國際人權法典不含世界人權宣

言 (C)聯合國有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負責處理協調聯合國各機關人權工作 (D)我國並非聯合國一

員，並不必然要遵守聯合國人權相關規定 

中國對新疆地區執行大規模拘留維吾爾人，並稱其為再教育機構，先前中國外交部表示，新疆出現恐

怖組織是因為被「伊斯蘭極端思想」洗腦，甚至直批「有病就要早治」。除此之外，中國官方表示，再

教育機構是基於防止新疆區的人民被極端主義的團體影響，因此才採取「安全措施」。 

中國此舉引起許多人權運動者、學者和外國政府的強烈譴責，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2018 年

8 月表示，他們許多可靠的報告指出，許多維吾爾人，被關在新疆地區一種「祕密的大規模拘留營」。 

在獄中的死刑犯邱某，向看守所申請寄出以「個人回憶錄」為名的信件給朋友，看守所檢視後，認為

內容影響機關聲譽，請邱某修改後再提出申請。邱某申訴、訴願失敗之後，對看守所提起行政訴訟，

但仍遭判敗訴確定，他認為死刑犯的祕密通訊自由及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仍受《憲法》保障，故對《監

獄行刑法》的相關條文聲請釋憲，釋憲標的及意見摘要如下： 

（一）《 監獄行刑法》第 66 條：「發受書信，由監獄長官檢閱之。如認為有妨害監獄紀律之虞，受刑

人發信者，得述明理由，令其刪除後再行發出；受刑人受信者，得述明理由，逕予刪除再行收受。」 

→多數大法官將本條文中的「檢閱」區分成「檢查」跟「閱讀」，並認為檢查受刑人書信、刪除書信內

容在維護監獄紀律的必要範圍內，合憲，但獄所應保留書信全文影本，等受刑人出獄時發還，至於監

獄長官未區分書信種類一律許可閱讀，侵害通訊自由，違憲，2 年內失效。 

（二）《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81 條第 3 項：「受刑人撰寫之文稿，如題意正確且無礙監獄紀律及信

譽者，得准許投寄報章雜誌。」 

→多數大法官認為此條文限制表現自由，需要法律規定或法律明確授權的命令。但這裡卻無法律就此

授權，違憲。 

（三）《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82 條第 1、2、7 款：「本法第 66 條所稱妨害監獄紀律之虞，指書信

內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顯為虛偽不實、誘騙、侮辱或恐嚇之不當陳述，使他人有受騙、造

成心理壓力或不安之虞。二、對受刑人矯正處遇公平、適切實施，有妨礙之虞。七、違反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及第 6 款、第 7 款、第 9 款受刑人入監應遵守事項之虞。」 

→多數大法官認為，這些規定未必都跟監獄紀律維護有關，無關監獄紀律部分，逾越母法《監獄行刑

法》授權，2 年內失效。 

非洲豬瘟疫情在中國擴大，在我國好不容易將擺脫口蹄疫疫區名單之際，非洲豬瘟的侵襲引發國家級

的高度警戒，並誓言不讓非洲豬瘟進來臺灣。有鑑於此，立法院修訂《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並授權

農委會以命令提高進口非洲豬瘟疫區豬肉，卻沒有申報的罰則達 20 萬元（首犯），但仍有許多旅客不

知情從境外攜入中國豬肉製品而被罰款的例子。 請回答下面問題： 

《中華民國憲法》第 8 條：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

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

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

親友，並至遲於 24 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 24 小時內向逮捕之

機關提審。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不得拒絕，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機關查覆。逮捕拘禁之機關，對於法院之提審，

不得拒絕或遲延。 

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法院不得拒絕，並應於 24 小時

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依法處理。 

（提審：要求實施拘禁之機關，在一定期間內，將受拘禁之人交予法院，由法院依法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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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 22~23 題為同一題組，請就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  ）22.緬甸政府因記者報導敏感議題而將其判刑入獄，請問：這是侵犯哪一項基本人權？ (A)平等權 

(B)言論自由權 (C)社會權 (D)人身自由權 

（  ）23.身在臺灣的高中生，對此新聞產生興趣，從而積極搜尋相關資料，調查事件的來龍去脈，最後更

親赴緬甸，為兩名記者發聲。據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為國家與公民之間「覆巢之下

無完卵」的依附關係 (B)此為個別權利主體為彰顯基本權利，積極性參與的行為 (C)此為不同

族群之間為爭取文化權及自決權的政治行為 (D)此為跨國界普遍性公民基本人權的關懷與自主

性行為 

※24~26 題為同一題組，請就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  ）24.在人人都是權利主體的概念下，網友關注博愛座、發起與參與附議的舉動，是否符合權利主體的

意涵？ (A)是，認知到人應有的權利義務並挺身積極爭取 (B)是，透過官方管道提案發聲並已

獲正式的回應 (C)否，參與附議的民眾不全然具法律上行為能力 (D)否，雖完成附議但最終並

沒有達成提案的訴求 

（  ）25.從上述「身心障礙者團體」為弱勢發言的內容，可以得知該團體最可能具有何種特徵？ (A)原

則上同自然人享權利盡義務 (B)受到法律約束而僅有發言之權 (C)有助於實現弱勢者權益與發

展 (D)能對國家政策產生實質上影響 

（  ）26.交通部對此建議的回應，展現國家權責相符下的哪些精神？  (甲)正當程序；(乙)責任政治；(丙)

有限政府；(丁)依法行政；(戊)萬能政府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27~28 題為同一題組，請就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  ）27.投書全文所要表達的主旨應該為何？ (A)《憲法》第 22 條並無法充分發揮保障人民權利的功能 

(B)概括基本權條款保障的人權比列舉基本權條款還多 (C)《憲法》第 22 條能充分填補現行人權

保障的不足之處 (D)列舉基本權條款不足故而過度使用概括基本權條款 

（  ）28. 下列何種權利最可能造成上述的超載情形？ (A)民眾能自主發起連署讓重大議題交付公民投票 

(B)人民可自行決定個人資料如何蒐集處理或利用 (C)還沒服兵役的役齡男子可以出國旅行環遊

世界 (D)大學教授能在課堂上講授及發表學術研究成果 

※29~30 題為同一題組，請就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  ）29.文中哪個組合的權利主體屬性最為相似？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  ）30.由上文來看(乙)的法律定位與權利，何者評析最為恰當？ (A)已具備地方自治團體的資格 (B)

本質上屬於非營利社團法人 (C)擁有傳統領域的土地所有權 (D)享有受保障的集體權利能力 

※31~32 題為同一題組，請就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  ）31.關於上文案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大法官解釋 748 號解釋已經准許同性婚姻登記，若 2018

年至戶政機關登記，依照憲法位階最高性，戶政機關不能拒絕 (B)大法官解釋 748 號解釋已經准

兩位同性伴侶方敏與林于立（糖糖）至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遭到拒絕，提起訴願後仍維

持原處分，故提起行政訴訟，然而一審敗訴全案上訴到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支持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見解，判決認定戶政機關拒絕同婚登記屬違憲，因此撤銷訴願決定和原處分，卻同時指出，因

2017 年釋字 748 號雖宣告准許同性婚姻登記，但兩年修法期間未屆，目前無法源得命戶政機關結婚登

記，予以駁回，兩人仍不允登記，全案確定。請回答下面問題： 

30 多年前，(甲)臺東縣政府以「知本綜合遊樂區開發區」開發計畫，徵收臺東知本卑南族(乙)卡大地布

部落的傳統領域土地 Kanaluvang（卡那魯汎），爾後因契約爭議並未開發。直至 2017 年，臺東縣政府

在(丙)臺東市知本溪出海口規劃 161 公頃的太陽能光電園區，並由(丁)韋能能源公司得標。由於光電區

域就是先前卡大地布部落的傳統領域，卑南族人認為臺東縣政府未和部落諮商，未取得同意權就逕行

招標，違反《原住民族基本法》，不同意業者開發，但也有族人認為業者回饋可照顧部落老人及小孩子

升學，兩方意見分歧。 

《原住民族基本法》自公布後，知本光電開發案是臺東首次使用諮商同意權，卡大地布部落在 2019 年

6 月召集部落族人舉行部落諮詢同意投票，部落 5 百多戶，贊成 187 票、反對 173 票，無效 1 票，最終

同意光電開發。 

兩名《路透社》緬甸記者—瓦隆（Wa Lone）和喬索歐（Kyaw Soe Oo）因報導緬甸軍隊在若開邦印丁

村（Inn Din），屠殺 10 名羅興亞村民，而遭到警方「設局誘捕」、指控盜竊官方文件，遭緬甸法院以「觸

犯《政府機密法》」為由，重判 7 年有期徒刑。消息傳出後，包括聯合國、歐盟、美英加澳與眾多人權

與記者組織，紛紛出面譴責緬甸政府羅織罪名，意圖掩蓋對其「種族滅絕」指控的真相。針對《路透

社》記者案，以及聯合國「種族滅絕」的指控報告，翁山蘇姬都未有公開回應；但面對印丁村與羅興

亞難民問題，翁山蘇姬維持一貫的態度，呼籲國際社會應尊重緬甸的內政問題與司法制度，並多次回

絕聯合國派遣獨立調查團的申請。試回答下列問題： 

以下改寫自我國某位前大法官的投書內容： 

《憲法》第 22 條之所以規範「其他」基本權，為的是防免掛一漏萬。和前面列舉各種自由權、平

等權的規定之間，具有具體（基本）規定和概括規定的補充關係。 

至今被大法官塞進去《憲法》第 22 條的基本權，在釋字第 242、362、399、468、535、552、554、

569、576、580、585、587、602、603、626、643、656、664、689、699、712、716、748、749 號

等解釋中，除了人性尊嚴以外，還包括締結婚姻自由、維護家庭、人格權、隱私權、契約自由、

資訊自主權、一般行動自由、性自主權、身體權、收養子女自由等等。 

「其他」的範圍無限大，未來如果有其他基本權案例出現，《憲法》第 22 條自然可以無限膨脹，

這是基本權條款超載的面向。雖然本來就是防「漏萬」的條款，但漏萬只是形容詞，一旦真的要

防的漏已經成千上萬，表示不能只掛一，要掛的是成千上萬。像是可以預見的環境權、少數族群

的自治權，甚至不受迫遷的自由等，未來也都會有入憲的需求，如果不修改《憲法》、重建人權篇

章，上述的超載情形只會更嚴重。 

由於博愛座所引發的紛爭時有所聞，因此有網友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提案要求「廢除各項公共

運輸工具上博愛座之設置」，經民眾響應完成附議後，亦已經獲得主管機關交通部回應。然而交通部表

示，博愛座設置均是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辦理，交通部現階段只能加強宣導。而身心障礙

者團體則認為弱勢者與「有隱形需求」的乘客仍有其需求，博愛座可適當發揮提醒效果，保留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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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同性婚姻登記，若 2018 年至戶政機關登記，但是現行法條要 2019 年才失效，故戶政機關拒絕

登記符合依法行政原則 (C)大法官解釋 748 號解釋已經准許同性婚姻登記，若 2018 年至戶政機

關登記被拒絕，依法不能提請行政或司法上救濟 (D)大法官解釋 748 號解釋已經准許同性婚姻

登記，若 2018 年至戶政機關登記，如果被拒絕應該直接提大法官解釋請大法官再解釋一次 

（  ）32.若政府欲保障同性伴侶的權益，要如何制定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A)行政院先召開公聽會廣

泛聽取專家學者意見，再提出最大民意共識的草案送進立法院三讀 (B)由行政院長直接發布命令

即刻起開放同性伴侶登記為夫妻 (C)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取代現行《民法》 (D)由最高行政法

院法官拒絕適用現行法律 

※下列 33~35 題為同一題組，請就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  ）33.從上述聯合國國際人權體制四階段的演進，可以推論得知下列哪一訊息？ (A)「國際人權法典」

是國際人權保障體系發展的根源與基礎 (B)自第三階段之後，人權從國際間的共同約法轉變為單

一國家的意識型態 (C)因不乏對《聯合國憲章》之法律拘束力存有質疑者，故有《世界人權宣言》

的通過 (D)國際人權體制的演進是先有議題性公約，再整合出總結性公約，最終才有集體合作機

制的出現 

（  ）34.我國立法通過多項國際人權公約施行法，其主要的意義為何？ (A)賦予國際條約國內法的效力，

致力提升我國各項人權表現 (B)順利完成公約批准並交存聯合國的程序，實質加入聯合國 (C)

人權應基於國家需要選擇性適用，表彰我國的獨立自主性 (D)人權非普世價值，但我國將人權

法制化有助提高國際形象 

（  ）35.若我國成為聯合國成員並完成上述人權公約的締結，必須配合下列何種事務？ (A)所有申訴交

由單一的人權公約監督機構審議 (B)國內須選任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推動人權工作 (C)定期提出

國家人權報告並接受聯合國的審查 (D)聯合國進行訪視與人權調查得不經我國同意 

※下列 36~37 題為同一題組，請就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有時候牆的存在不是為了要阻擋你，而是希望你找出動力與方法去跨越它。 

Sometimes walls exist not to block your way, but for you to find the reason and method to get 

over it. 

 

 

（  ）36. 上述人口普查與公民身分的關聯應該是下列何者？ (A)普查反而使得擁有公民身分者減少 (B)

人口普查會讓擁有公民身分者增加 (C)調查公民身分反倒會妨礙人口普查 (D)詢問公民身分有

助於落實人口普查 

（  ）37.文中美國商務部長所重視的公民身分權利內涵，與下列何者範疇最為相近？ (A)立法將原住民

語納入國家語言以助其發展傳承 (B)明定不分區立委的婦女名額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C)承認受

刑人在獄中的書信也享有秘密通訊自由 (D)透過政策法令以保障勞動者的基本薪資及福利 

※下列 38~40 題為同一題組，請就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  ）38. 關於本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中國政府利用網路蒐集並審查人民發言，此種舉動引發世

界各界批評，但是依然有給人民發言的權利，所以不算侵害人權 (B)中國政府此舉限制人民發

表政治言論的自由，屬於侵害人權的舉動 (C)中國有自己的文化，我們必須給予尊重，人權組

織並無立場干涉 (D)中國政府審查並限制人民的發言，屬於侵害隱私權，因此各國加以撻伐 

（  ）39.國際特赦組織在全世界範圍內擁有大約七百萬成員及支持者。請問：關於該組織敘述何者錯誤？ 

(A)是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致力於改善全球人權迫害的發生 (B)目前屬於聯合國組織之一，需

要以國家身分才能加入 (C)屬於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尋求終結各種侵犯人權的行為，並且為那些

遭受迫害的人們伸張正義 (D)該組織救援的類別不分男女、種族以及國家 

（  ）40.下列何者行為與本文所限制人權的方式相同？ (A)網路發言先「屏障」（對岸用語，意即使之不

公開），等管理員審核，若沒有出現法律禁止的詞彙，再呈現出來給大眾閱覽 (B)網路留言若有

涉及不雅文字與圖片等，臉書管理員會刪除該文章 (C)性別平權團體在凱達格蘭大道申請集會遊

行路權，因同一時間已經有其他團體申請並已核准該遊行路線，所以主管單位駁回之 (D)BBS

論壇使用者因為違反板規而被「水桶」（意即禁止發言）一個月 

 

 

美國 10 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將於 2020 年 4 月 1 日開始，川普政府計畫在調查表上，增加詢問「是否為

美國公民身分」引發疑慮，因為可能導致非法移民不願或是不敢參加普查，造成人口統計失準，也會

影響美國選區版圖劃分時，每個州在眾議院的席位數量，以及聯邦資金分配，勢必衝擊到如紐約州、

加州等擁有大量移民的區域，而華府最高法院的 9 名大法官正在考慮，是否要調整人口普查的設計，

在裡頭加上此項會引發爭議的問題。 

人口普查最主要目的是統計人數，至於移民人口數據，不論合法或是非法，每年由美國社區調查負責；

目前美國 7％的人口，大約 2,200 萬人不是美國公民，其中半數為無證移民。然而美國商務部長羅斯

認為這樣並不夠，為了幫助政府能更好地執行保護少數群體政治權的《投票權利法》，打算在人口普

查中，恢復近 70 年前審視公民身分的問題，但這項政策遭到 3 個聯邦法院裁定，違反《行政程序法》，

以及憲法規定要統計所有人的要求；也有反對人士認為，公民身分問題可能導致非法移民不願參加人

口普查，讓蒐集來的數據變得不準確，影響層面廣泛。 

聯合國的國際人權體制發展主要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45 年通過的《聯合國憲章》，該憲章雖

未對國際人權保護有太多直接規定，卻是國際社會組成國際機構，以促成國際人權保障及實踐最重要

的集體合作機制。第二階段是 1948 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其所規範的是最基本且最具綱領性的

國際人權，具有母法的地位。第三階段則是 1966 年通過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這兩個公約不但是《世界人權宣言》的具體化，更涵蓋了該宣言所未包括的基本權

利，三者同為國際人權保障體系最根本的法源。第四階段則是由特定領域人權議題所規範的公約所組

成，《兒童權利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身心障礙者權利國際

公約》都在其中。 

我國現階段非聯合國成員，亦無遵守公約之義務，但在民間人權團體多年推動下，自 2009 年始，陸續

通過「兩公約施行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表達我國落實國際人權公約的誠意和決心。 2018 年 11 月 28 日， Google 員工連同國際特赦組織發起網上連署，向 Google 抗議，反對公司協助中

國官方打壓人權。Google 在 2010 年，因中國政府限制網上言論自由，退出當地市場。但 2018 年傳出

消息，Google 為了重返中國市場，正在配合官方開發便於進行內容審查的搜尋器，像是西藏獨立、臺

灣獨立等詞彙不會出現在搜尋結果，並且可以針對尋找這些發表政治言論予以禁止，公司內部代號叫

做「蜻蜓計畫」（Dragonfly）。若 Google 願意針對中國市場而對網路自由做出讓步妥協，未來也有可能

在其他地區以相同想法來推動他們的業務，對人權的侵害則日益加深。請回答下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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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A A B A D D B C C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B C D C D D A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 B D A C C D B B 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A A A C C B B B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