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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松山高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一公民與社會第二次期中考試題 

🔺請預留非選題作答時間，並請記得在答案卷寫上班級座號姓名。 

一、 單選題（共 28 題，每題 2.5 分，共 70 分） 

1. 我國第七屆(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開始採用混合制，但其計票方式、內涵與產生之結果、
影響，與德國所採行的混合制皆有所不同，請比較我國與德國所採行的制度，判斷下列何者
正確？ 

選項 我國採行之混合制 德國採行之混合制 
(A) 選舉結果偏向相對多數決 選舉結果偏向比例代表制 
(B) 較利小黨，易形成多黨制 較利大黨，易形成兩黨制 
(C) 選舉結果比例性較佳 選舉結果比例性較差 

(D) 
分區與不分區候選人間， 

具同黨排擠效應 
分區與不分區候選人間， 

同黨為平行競爭 
2. 2018 年底，我國舉行九合一地方選舉，高雄市的選舉結果「綠地變藍天」，而台北市長候選

人的票數亦難分難解，開票直到午夜才確定由原市長柯文哲以 41.07%的得票率成功連任，
與第二名的丁守中僅差不到 1%。有關我國直轄市長的選舉制度設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贏者全拿，小黨候選人勝算機率高  (B)易有同黨操戈情形，大黨選情不利 
(C)有高度民意基礎，易形成多黨聯盟  (D)得票率無法忠誠反映在席次數量上 

3. 過去每年鄭成功祭典皆由內政部部長擔任中樞主祭。但基於近幾年祭典已轉型為「鄭成功文
化節」，結合城市行銷、文化觀光，已不只是祭典本身，加上鄭成功的歷史功過，對原住民
族與漢人而言各有不同評價，學界也主張不該再由中央政府派官員主祭。據此，在 2017
年，該項活動回歸臺南市政府處理。上述邁向效能政府的作法與下列何者相同？ 
(A)大巨蛋為臺北市政府與遠雄集團合作的 BOT 案   
(B)行政院經建會與研考會合併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C)交通部釋出中華電信股份將股權降至五成以下    
(D)淡水紅毛城管理權由內政部移交至新北市政府 

4. 泰國國會改選競爭激烈，泰愛國黨在 2 月 8 日至該國選舉委員會登記烏汶叻公主為總理候
選人，引發王室不滿，泰王瓦吉拉隆功發佈聲明，指出王室成員不該參政。泰國憲法法庭並
在一個月後，以違反政黨法及該國憲政體制為由，裁定解散提名公主競選總理的泰愛國黨。
請問，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該國總理向元首負責，公主參政將導致權責不分   
(B)我國政黨違憲解散案係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審理 
(C)該國元首得提覆議，將窒礙難行的法案退回議會   
(D)公主當總理將侵害虛位元首的神聖性與超然獨立 

5. 2018 年全國性公投第 11 案，通過刪除《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同志教
育」。教育部因應該結果，將該法第 13 條中同志教育四字刪掉，並增列認識及尊重不同性
別認同、性傾向教育等文字，送國會備查。對此，幸福盟與高雄市家長協會等團體，除了開
記者會表達不滿，更積極拜會朝野黨團，要求該案應付委審查。性平團體聞聲後，亦加強與
各委員辦公室聯絡，盼能照教育部版本通過，雙方煙硝味濃厚。關於上文的敘述，何者正
確？ 
(A)利益團體得依法令登記之後，向民意代表進行關說   
(B)利益團體為了達成目標，會經常提名代表參與選舉 
(C)經申請動員民眾打電話至立委服務處係遊說的實踐   
(D)利益團體若不滿可直接就施行細則聲請大法官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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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培培國有一共有四個主要政黨，分別為白黨、富黨、美黨與高黨。該國國會席次共有 200 席，
分別為區域席次 100 席、不分區席次 100 席，無席次分配門檻，並採取聯立制。以下是該國
在 近一次的改選中的各項結果，請問大選結束後，下列報紙的評論何者較為正確？ 

政黨名稱 區域席次 政黨得票率 
白黨 35 席 15% 
富黨 25 席 40% 
美黨 35 席 35% 
高黨 5 席 10% 
總計 100 席 100% 

(A)該國席次分配與政黨得票比例相符，有利小黨生存    
(B)該國席次分配將強化大黨的影響力，不利小黨生存 
(C)該國同黨候選人之間平行競爭，不會造成排擠效應    
(D)該國區域與不分區席次分別計算，不會有超額問題 

7. 台東縣池上鄉近年來因在地居民推動、糧商與鄉公所在制度法令的配合，推出「池上米」在
地品牌認證，透過標章收入挹注當地教育、公益等事業，帶動經濟與福利成長。請問下列選
項何者與該案例最為類似？ 
(A)花蓮水璉部落與縣府合作創建獵人學校傳承文化 
(B)嘉南藥理大學與台南八家醫療機構簽訂合作協議 
(C)雙北市長宣布自五月起，雙北垃圾袋將相互通用 
(D)經濟部針對具節能省電標章的冷氣推出補助措施 

8. 日前中山大學教授在政論節目上針對我國總統大選表示以下看法：「總統不用管太多、不用
知道太多，總統就是一個正常人，尤其在民主政治，我們選總統只是讓國家有個代表而已。」
但此說法卻遭各界圍剿，似乎並非所有國家的總統職權皆是如此。請依據各國憲政體制判斷，
下列關於總統的論述何者正確？ 
(A)美國總統提出的法案被議會杯葛，可下令解散國會解決僵局 
(B)德國總統由聯邦大會選出，當選後根據議會的決定任命總理 
(C)法國總統由兩輪決選產生，並可透過不信任案使其下台負責 
(D)我國總統對外代表國家、權力不大，行政院長掌握大多實權 

9. 某國元首在二戰戰敗後，在憲法上被去除其政治實權，完全扮演起象徵性的領導人。雖不再
擁有左右國政的權力，但該國元首親民的形象，卻普遍受到人民的尊敬、發揮穩定社會的力
量，並在修復與二戰期間敵國邦誼之事上不遺餘力。請問，以下何者並非該國元首的權責？ 
(A)接受內閣請求，下詔解散國會  (B)主持國家重大儀典及宗教祭祀 
(C)經內閣副署後，公布國家法令  (D)認為法案窒礙難行採用否決權 

10. 亞馬遜雨林有「地球之肺」的美稱，但 2019 年截至目前已發生超過 7 萬 2 千起大火，相
較 2018 年同期上升了 83％，巴西國家太空研究所指出，今年降雨量正常，但火勢卻更嚴
重，顯然不是單純的自然因素所造成。巴西總統波索納洛 2018 年上任以來，環保人士便一
直對雨林砍伐問題提出警告，因為他的主要競選政見是讓亞馬遜地區作為商業用途，開放給
更多人耕種、採礦，也鼓勵伐木業者砍伐雨林，而當選後也確實履行承諾並大砍環保預算，
引發世界各國的質疑與關注。請問以下各國官員或民眾的主張，何者與環保團體對巴西總統
的批評觀點 為不同？ 
(A)印度環境部長：節能減碳必定會提高生產成本，此舉是國家發展的絆腳石 
(B)臺灣廢核團體：核電廠設備老舊多次火災，應發展替代能源走向非核家園 
(C)美國前總統布希：我國必須全力發展石油與汽車產業，故退出京都議定書 
(D)美國總統川普：巴黎協定使我國減少 650 萬個工作機會，退出是明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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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下是某內閣制國家 近一次國會改選後，各政黨的席次分配表，依照該國的選舉結果下列
敘述何者 為正確？ 

政黨 得票率(%) 席次(席) 
勞工黨 30 55 
保守黨 25 48 
進步黨 15 29 
基民黨 5 10 
中間黨 5 10 
自由黨 5 10 
社左黨 4 6 
綠黨 3 1 

(A)該國政黨彼此合作，以取得過半得票率贏得執政 
(B)未設席次分配門檻，無論得票多寡至少分配一席 
(C)若保守黨、進步黨與基民黨合作，可組聯合政府 
(D)該國採比例代表制，無論選區大小席次數皆相同 

12. 2016 年，時任英國首相卡麥隆舉行「脫歐公投」，51.89％的公民同意英國脫離歐盟，而 48.11
％希望保留歐盟會員國身份，身為「留歐派」的卡麥隆因此負起政治責任請辭。即便此公投
不具強制性，英國政府仍依據民意訂定《退出歐盟法案》，展開脫歐作業，公投結果雖為「脫
歐派」勝利，但仍有大部分人民對去留歐盟抱持不確定性，當時接續上任的首相梅伊與歐盟
的協議亦不受議會支持，英國脫歐之路佈滿荊棘。請問以下哪個新聞標題可能在英國脫歐公
投後出現？ 
(A)英國首相梅伊動用否決權，將國會對脫歐法案的決議退回 
(B)英國女王為穩定民心，代表政府赴歐盟議會討論脫歐協議 
(C)國會在野黨對內閣提出的協議表達不滿，發起不信任投票 
(D)英國首相梅伊，決定諮詢女王同意後，解散國會直接改選 

13. 佩佩黨與涵涵黨參加我國國會選舉，各自提出了不分區政黨名單，且分別為 24 名及 4 名，
而後兩黨分別在選舉中獲得 50%及 4%的政黨得票率。關於選後佩佩黨與涵涵黨於我國國會
中的席次分配，下列分析何者正確？ 
(A)不分區名單名額係依照兩黨現任立委席次計算而得 
(B)兩黨所獲得的區域席次，將對不分區席次產生影響 
(C)佩佩黨的政黨得票率為 50%，不分區可當選 12 人 
(D)涵涵黨的政黨得票率為 4%，故不分區可當選 1 人 

14. 「一國兩制」指該地享有特別自治權，得以保留原本的社會經濟制度。長期以來，有一種宣
傳方式是將「一國兩制」與「聯邦制」劃上等號，有人說聯邦制就是「一國多制」，並且提
倡臺灣應該接受這樣的方案。然而，2014 年中共提出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白皮書，裡面提到：「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
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
區就想有多少權力。」請問，上述《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提到的內
容，近似於聯邦制還是單一制？為什麼？ 
(A)聯邦制，中央依地方分權售予特區事務管理權 
(B)聯邦制，特別行政區具較高自主地位不受干涉 
(C)單一制，中央直接對特別行政區事務進行管理 
(D)單一制，特區的自治權利實質上仍受限於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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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9 月 12 日發布 2020 年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11 月 18 至 22 日將受理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登記，並於明年 1 月 11 日舉行大選。除了藍綠兩黨的韓國瑜與蔡英文早
已宣布參選外，今年 8 月剛成立台灣民眾黨的臺北市長柯文哲與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
也被寄予厚望，不少人希望他們能投入大選，提供民眾另一種選擇。中選會發布選舉公告
後，許多報媒皆報導了相關消息，請問當時以下標題何者完全正確？ 
(A)貧果日報：台灣民眾黨成立！部分立委批：柯文哲陰謀，欲透過政黨推薦參選總統 
(B)痣由時報：挺過賴清德逼宮，蔡英文民進黨黨內初選勝出，跨越總統登記連署門檻 
(C)忠國時報：一支穿雲箭，十萬鋼鐵支持者來相見：韓國瑜獲十萬人連署，參選總統 
(D)廉合報：郭董退黨！郭粉心疼不已，轉以尋求登記連署或爭取親民黨提名方式參選 

16. 小邱利用假日參加政府舉辦的政策成果研討會，下圖是研討會中各講座的簡介。請判斷下列
何者 有可能是這場研討會的主題？ 

 
 
 
 
 
 
 
 
 
 
 

(A)多元文化與區域文化 (B)國際志工與全民外交  
(C)農業發展與環境問題 (D)多邊外交與經濟談判 

【題組 A】請回答 17～18 題 

2018 年 12 月 21 日，美國參議院未通過包含美墨築牆的臨時支出法案，因此總統川普拒絕簽署，
導致預算案卡關，隔日起美國政府連續停擺 35 天，聯邦雇員被迫放無薪假。為避免政府再次停擺，
美國國會妥協撥款 13.75 億美元用於建設邊境屏障，但仍與川普所要求的 57 億美元相差甚遠，因
此川普接著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以調動各部門共約 80 億美元來建造美墨邊境圍牆，不料
參眾兩院皆以多數決推翻該緊急狀態令，得知其緊急狀態令被撤銷後，川普馬上於隔日老神在在地
動用了否決權（Veto），將法案退回國會。 
 

17. 根據上文敘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聯邦雇員無法上工，主要是因國會把持人事任命權   
(B)川普掌握參眾兩院 1/3 以上議員即可維持緊急狀態 
(C)為制衡國會，美國總統可動用否決權直接否決議案   
(D)川普可主動下令解散國會以解決雙方間的政治僵局 

18. 美國總統川普的美墨築牆政策引起行政權與立法權之衝突，反對者批評「川普身為總統卻一
意孤行且藐視憲法及民意」。請問，若這樣的事件發生於我國，以下何種情況可能發生？ 
(A)我國立法院將具有爭議的預算案交付公民投票 
(B)我國立法院提出罷免總統 後經憲法法庭審理 
(C)我國總統選擇對窒礙難行的法案主動提出覆議 
(D)我國總統經由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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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 B】請回答 16～17 題 

2009 年，澎湖人以相差近 4000 票，決定不設賭場，但因當時「公投法」規定公投案在決議 3 年
後，可再度提出同議題之公投，因此「澎湖國際化推動聯盟」在 2016 年，以推動國際化、為後代
子孫著想為由，推動澎湖第二次博弈公投成案。結果出爐後，同意票約 6000 票，不同意票約 26500
票，無效票約 200 票，投票率約 40%，比七年前首次舉辦公投的投票率減少約 3 個百分點。 
 

19. 請問關於澎湖舉行博弈事項之地方公投，就提案與通過門檻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依照公民投票法，投票率過半是澎湖博奕公投通過與否之先決條件 
(B)依照公民投票法，公投案須經兩階段連署後，再由地方公審會審查 
(C)依離島建設條例，設置觀光賭場之公投，有效同意票過半即為通過 
(D)依離島建設條例，為保障發展效能，該項公投得由澎湖縣政府提出 

20. 《公民投票法》對於可公投事項有所限制，請問下列何者可能是澎湖下一次地方公投的提案
標的？ 
(A)是否提高教育預算之比例  (B)是否設立馬公性交易專區 
(C)是否同意教育局長任免案  (D)是否同意減免養殖業稅 

【題組 C】請回答 18～19 題 

石虎議題近年來屢屢登上媒體版面，經濟與道路開發似乎與生態保育有著相當的衝突。對此，一名
苗栗縣立委在國會質詢時，對著行政院長稱：「弄一個地方的時候，就突然死掉一隻石虎在那個地
方，騙仙的，我都不知道，只有他們知道，不要隨著那種團體在炒作」。此言一出，引來石虎保育
協會批評，過往苗栗大型開發案環評幾乎都過關，縣府近年來努力進行石虎保育研究跟監測，但苦
無經費。該立委身為中央民代，卻稱相關經驗已足夠，無疑是打縣府一記耳光，且苗栗負債就是因
為浮濫開發造成，立委不該利用仇恨言論將錯誤轉嫁他人及石虎，要求立委道歉。該立委聽聞後，
強勢回應：「這些都是你們都市人講爽的，你們算老幾？我絕不道歉、也不怕網軍」。 
 

21. 文中苗栗所遇到的爭議，與下列哪一個條約所因應的困境 為相似？ 
(A)京都議定書針對已開發國家限制溫室氣體排放 
(B)華盛頓公約限制危害野生動物存續的商業行為 
(C)拉姆賽爾公約要求締約國積極規劃濕地保護區 
(D)斯德哥爾摩公約將有機污染物納入國際管制項目 

22. 石虎保育協會等利益團體若不滿該名立委之立場，可採取何種措施予以抵制或表達抗議？ 
(A)直接舉行民意代表罷免投票行使罷免權 
(B)提出減少該立委薪俸的公投案予以反制 
(C)可以在立法院院會中提出相關保育法案 
(D)下次選舉為支持石虎保育的候選人站台 

【題組 D】請回答 20～21 題 

冷戰期間因擔心總統遭遇核子武器或其他恐怖攻擊，美國設計出「指定倖存者」的制度，在美國總
統和其他高階政府官員皆聚集在同一處時，會刻意安排一名內閣閣員缺席，而此位「指定倖存者」
將被帶至保密之處，享受總統級別的安全保護，身邊並跟隨一名攜帶裝有核子按鈕手提箱的武官，
以備不測之需。當總統、副總統、國會領袖及內閣閣員不幸全體喪生，這名部長級官員便依照《總
統繼任法案》成為美國代理總統。 
 

23. 根據美國政府體制，文中所指的「美國總統和其他高階政府官員皆聚集在同一處」 有可能
為何種場合？ 
(A)總統與閣員需定期至國會接受質詢  (B)總統與同黨議員一同至國會提法案 
(C)總統在國會聯席會議發表國情咨文  (D)總統與內閣閣員在白宮開國是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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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下為美國總統川普今年二月初從事此項作為的新聞畫面，我們可以發現川普發言時，國會
議員與內閣幕僚不時會起立鼓掌，但 高法院法官及美軍參謀首長們卻不會隨之起舞。請問，
主要原因 有可能為何？ 

 
 
 
 
 
 
 
 
 

(A)軍人非屬憲政體制，依憲對政府政策制定無權參與 
(B)軍人依憲法不得干政，非關軍隊事務不應任意表態 
(C) 高法院法官負責審理總統彈劾案，須避嫌不表態 
(D) 高法院法官掌握修憲權，而總統受憲法分權制衡 

【題組 D】請回答 20～21 題 

下表為 2016 年我國舉行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的開票結果，請依據下表資訊，回答下列問題： 
政黨 政黨得票率 不分區席次 區域席次 原住民席次 總席次 

民進黨 44.1% （丁） 49 1 68 
國民黨 26.9%  20 （丙） 35 
親民黨 6.5%  0 0 3 

時代力量 6.1%  （乙） 0 （甲） 
無黨團結聯盟 0.64%  0 1 1 

無黨籍   1 0 1 
25. 關於我國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不分區採比例代表制，沒有加入政黨的參選人得列為無黨籍名單 
(B)我國原住民立委採取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總共選出 6 席 
(C)區域立委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並有二分之一婦女保障名額 
(D)此選舉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屬混合制的並立制，利國會多元組成 

26. 請依據我國現行法規與選舉制度，分析表中數據並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A)此次選舉時代力量的政黨總席次（甲），比親民黨少 
(B)我國區域立委總席次為 75 席，因此（乙）應為 5 席 
(C)國民黨原住民立委席次（丙）應是 5 席，比民進黨少 
(D)（丁）為 18 席，顯示其不分區立委席次較國民黨多 

【題組 E】請回答 14～15 題 

日前我國某黨修改黨章，再度引發各界對「總統應否兼任黨主席」的關注。從以前到現在，我國民
選總統都有兼任黨主席的現象，結果常招致在野黨主席批評「毀憲亂政」，然而有趣的是，當政黨
輪替後，在野黨似乎忘記自己先前的批評，總統亦身兼黨主席。  

27. 我國憲政運作若配合上述現象，將與何種政府體制的特色 相似？為什麼？ 
(A)內閣制，部會首長可以擔任雙重職務 
(B)內閣制，國家實質領導人也是黨主席 
(C)總統制，行政立法分立且能彼此制衡 
(D)總統制，總統就是行政首長並無閣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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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哪種觀點 能解釋我國在野黨主席選前選後言行不一的現象？ 
(A)總統原先有權無責的缺點將轉變為權責相符 
(B)能透過立法權主導國家運作並促進施政效能 
(C)總統兼黨主席可使所屬政黨成為國會 大黨 
(D)行政權可同時影響立法權運作但卻無須負責 

二、 多選題（共 5 題，每題 3 分，共 15 分。一個選項 0.6 分，錯一選項倒扣 0.6 分，扣完為止） 

29. 我國《地方制度法》修正後，全國目前有 6 直轄市、13 縣、3 市；下轄 170 區、鄉（鎮、市）
共 198 個。根據上述我國地方自治現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區」裡面只有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屬地方自治團體 
(B)精省後，「13 縣」與「3 市」實際上由中央政府管轄 
(C)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的地方政府層級高於鄉（鎮、市） 
(D)「省」已非地方政府層級之一，也不是地方自治團體 
(E)漢人也可以參選「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的區長選舉 

30. 美國聯邦眾議員的選舉制度，只要是得票 高的候選人即使僅領先一票，也能贏走該選區的
唯一席次，其他候選人所獲得的選票則無法轉換成席次。請問我國的各級選舉中，何者也具
有此種「贏者全拿」的特色？ 
(A)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區民代表 
(B)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區長 
(C)不分區及僑選立法委員 
(D)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 
(E)區域立法委員 

31. 11 月 2 日苗栗縣議會開議，卻在縣長施政報告後爆發衝突。部分議員因質詢所需，開議前
幾天發文向縣府調閱文件，卻以「議員不得以個人身份調閱文件」為由拒絕提供，但理論上
若無《政府資訊公開法》中限制或不予提供事項，議員依職權皆有權調閱。此外，會議時間
原訂至下午五點，議長卻在十二點裁示散會，有議員抗議應依程序表決才能更改議程， 後
藍營議員紛紛離席，甚至爆「三字經」表示「我們就是人多，不然要怎樣？」關於上文的敘
述，何者正確？ 
(A) 可見苗栗縣議會沒有對行政端訂定具合法性的課責機制 
(B)無法調閱文件與無故提早散會恐將導致議會的監督失靈 
(C)屬於苗栗縣轄市的頭份市長亦有義務至苗栗縣議會備詢 
(D)苗栗縣政府拒絕提供資料給議員違反行政過程的回應性 
(E)苗栗縣議會可提「將政府資訊公開法修得更明確」的公投 

【題組】請回答 32～33 題 

法國黃背心運動去年十月起延燒，如今滿一週年，示威者發起全國總動員，試圖恢復抗議規
模。該運動起因為馬克宏政府基於巴黎減碳協議與能源轉型，調漲燃料稅衝擊物價，同時卻
以鼓勵企業投資為由，為富人減稅。因貧富差距導致，底層人民遂以代表勞工的黃背心串連
示威，並逐漸走向焚燒銀行、破壞凱旋門等公有設施的暴力抗爭。 
 
馬克宏上任以來採取「有限政府」路線，卻對失業率與財政赤字拿不出有效對策，也因此這
位年輕總統被左派人士扣上「富人總統」的大帽子。面對排山倒海的抗議聲浪，總理菲利普
於國民議會的演講中，確認總統與內閣皆放棄原定的稅收措施、參議院也投票取消燃油增
稅，總統馬克宏更宣布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大辯論以解決爭議。隨著政府的政策回應，抗議情
勢暫時獲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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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今年 4 月 15 日，巴黎聖母院大火，馬克宏宣示將於五年內重建完
成。對此，企業富豪紛紛捐款，短短 4 天就募得超過 10 億歐元。捐款修復古蹟本為美事一
件，但又再次激起社會底層的熊熊烈火，認為有錢人透過捐錢博取美名，還可以避稅，但法
國社會上需要資金援助的人們仍然孤立無援。「聖母院集萬千寵愛於一身，悲慘世界卻一無
所有。」法國文豪雨果（Victor Hugo）19 世紀寫下的文字，如今成了 佳寫照。 
 

32. 以下各國政策，何者應與文中提到馬克宏的「有限政府」策略相似？ 
(A)泰國政府祭出六億美元減稅措施，以活絡觀光業 
(B)芬蘭推動樂齡公宅，鼓勵青年以服務換低廉租金 
(C)中國政府宣布減少汽車業管制，以吸引外商投資 
(D)巴西政府削減公共支出，以因應公共債務的增長 
(E)倫敦空汙新制，將對進入市區的老車徵收空汙費 

33. 面對黃背心運動態勢的惡化，以下何者為未來可能的解套方法？ 
(A)國會對總統馬克宏提出彈劾案 
(B)國民議會對內閣提起不信任案 
(C)總統得發動公投為其政策複決 
(D)總統得解散國會改選解決僵局 
(E)閣揆負起政治責任率內閣總辭 

三、 非選題（共 3 題，共 15 分） 請於答案卷上，按照題號依序作答！ 

(A) 請根據文章回答第 1 題 
 

土耳其於 2017 年 4 月 16 日舉行憲法修正案的公民投票， 後以贊成修憲的 51.37%通過修憲
案。本次修憲案一共通過 18 項條文，主要改變如下： 
甲、 總統不再擔任象徵性元首，而將擁有實權。原本的總理一職將被廢除。 
乙、 總統將有直接向國會提預算案、任命部長、任命副總統等權力。 
丙、 總統不再需保持政黨中立，未來不僅能入黨，亦可擔任黨魁。  

1. 請從文中判斷土耳其修憲後的政府體制，並簡單說明你的判斷依據。（6 分） 

(B) 請根據文章回答 2~3 題 
 

距離 2020 大選越來越近，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 8 月 1 日在政壇投下震撼彈，表明無法接受黨中
央對選舉路線及合作立場遲未決定的態度，宣布退出時代力量，而後同黨立委洪慈庸跟進退出。 
 
林昶佐與洪慈庸皆為區域立委，2016 年透過與民進黨的合作而順利當選，民進黨也已決議 2020
大選在林昶佐與洪慈庸的選區將不會提名候選人，繼續合作以助兩人連任。○1 然而，時代力量的
其他選區，在民進黨現任立委尋求連任的情況下，若時代力量仍要提名幾乎無當選可能。 
 
不分區部分，時代力量此次除了要對戰藍、綠兩黨，還得迎戰有郭台銘加持的親民黨，及台北市
長柯文哲成立的台灣民眾黨。○2 第三勢力小黨未能整合、紛紛參戰，看似良性競爭，實則不利發
展多黨政治。為了發揮催票效果，時代力量 2020 的不分區名單，將立委黃國昌列於第 4 名。黨
主席徐永明表示，對選情預估，將「坐五望六搶七」，盼帶領時代力量再戰立法院。  

2. 請從選舉制度的角度，說明劃線處○1 的推論理由。須包含選舉制度（2 分）及其特點（2 分） 

3. 請試著思考，在不更改目前選舉制度的情況下，能如何調整以因應劃線處○2 所述的問題。
（舉出一個作法，並簡單說明理由）（5 分） 
 
 

試題到此結束，請再次確認答案卡與答案卷班級座號是否正確。 

若有錯誤，一律扣總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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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一公民與社會第二次期中考試題 參考答案 
 
一、單選題 
1. ADDDC    6. AABDB    11. CC 送 DD    16. BBDCB    21. BDCBB 

26. DBD 

 

二、多選題 

29. AB 

30. BE 

31. B 

32. ACD 

33. ABC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