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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109學年第二學期國二公民科第一次段考試卷   二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 單一選擇題：37 題，每題 2 分，共計 74 分。   ※共有 55 題，請用 2B 鉛筆畫記於答案卡。 

 

1. (   )針對附圖中提出的問題，下列哪一位朋友的回應是正確的？ 

 
(Ａ)阿昌：就法律上來說，這些債主是令堂的債務人 (Ｂ)阿康：繼承屬於《民法》身分上的權利義務關係  

(Ｃ)阿棻：借錢不算契約關係，你不用擔心這些問題 (Ｄ)阿彩：私人之間借貸，不屬於法律規範的範圍。 

2. (   )小華剛滿 6 歲，他拿著零用錢到模型專賣店，想買最新款價值二千元的汽車模型。請問：如果你是老闆，要如何

處理才能有效保障自己的權利？ (Ａ)確定小華是用自己的零用錢 (Ｂ)請小華帶身分證來買 (Ｃ)請小華帶法

定代理人一起來買 (Ｄ)與小華訂下書面契約。 

3. (   )大雄是一位國中七年級的學生，今年過年期間拿到不少壓歲錢，媽媽讓他可以從壓歲錢中拿一千元任意使用，但

他在下列哪一項花費上仍須徵求父母親同意？ (Ａ)到文具店購買開學用品 (Ｂ)在學校福利社買零食 (Ｃ)購

買智慧型手機 (Ｄ)選購生日禮物送給同學。 

4. (   )韻卿在社群網站發表一則訊息(如下所示)，根據法律規定，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動態分享 

我找到一份打工了，因為沒有工作經驗，所以時薪是 105 元，雖然不符最低時薪，但已經口頭上跟老闆說定了，明天

開始上班。 

(Ａ)依契約自由原則，工作契約內容合乎法律規範 (Ｂ)依誠實信用原則，韻卿沒有權利要求薪資待遇 (Ｃ)契

約內容違反法律規定，可能被認定為無效 (Ｄ)雙方契約簽定未以書面呈現，因此不具有效力。 

5. (   )阿茂開車與阿松騎車擦撞，雖然無任何傷亡，但因為雙方財務有損失，所以他們決定透過「調解」的方式來解決

糾紛。若是調解成立並經法院核定後，其效力為何？ (Ａ)屬於契約的一種，無強制力 (Ｂ)雖和法院判決具有

相同效力，但仍可提出訴訟 (Ｃ)屬於契約的一種，具強制力 (Ｄ)和法院判決具有相同效力，並不得就該事件

再提起訴訟。 

6. (   )王家養的狗咬傷鄰居的小孩，引起兩家的糾紛且爭執不斷，蔡里長為避免訴訟之累，建議雙方到具有公信力的調

解委員會聲請調解。請問：調解委員會設置於下列哪一個機關內？〔91.第二次基測修訂〕 (Ａ)警察局 (Ｂ)法

院 (Ｃ)縣、市議會 (Ｄ)鄉、鎮、市、區公所。 

7. (   )附圖中兩人最初所使用的處理方式應為下列何者？ 

 

(Ａ)調解 (Ｂ)由法官判決 (Ｃ)私下和解 (Ｄ)訴訟上的和解。 

8. (   )根據新聞內容，該事件應該被規範於我國哪一部法律中？ 

焦點新聞 

  郭董事長身後留下龐大的遺產，前

妻及繼任妻子與眾多子女們為了遺產分

配，鬧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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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社會秩序維護法》 (Ｂ)《民法》 (Ｃ)《刑法》 (Ｄ)《個人資料保護法》。 

9. (   )阿明與阿嬌是男女朋友，雙方約定不得移情別戀，否則將一輩子當對方的奴隸。上述的約定是否有法律效力？ 

(Ａ)有效，因遵守契約自由原則 (Ｂ)無效，因違反善良風俗與法律的規定 (Ｃ)有效，因合乎誠實信用原則 (

Ｄ)無效，因違反禁止權利濫用。 

10. (   )公民老師要求四名同學對國中生的「行為能力」舉出相關的例子。下列何人的舉例符合法律規定？ (Ａ)娜美：

我可以自己去申辦一張信用卡 (Ｂ)薇薇：只要機車行老闆同意，我可以用分期付款方式購買機車 (Ｃ)索隆：

我用零用錢購買文具，不須父母親同意 (Ｄ)妮可：同學送我的禮物，必須由父母親代替我接受。 

11. (   )阿迪閱讀一則關於民事糾紛的報導（如附圖），根據內容判斷，他推測文字模糊的部分填入下列何者最適當？ 

 
(Ａ)回復原狀 (Ｂ)監護宣告 (Ｃ)強制執行 (Ｄ)要式契約。 

12. (   )附圖中，舅媽的行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因為何？ 

 

(Ａ)購買貼圖金額不大，因此具有法律效力 (Ｂ)舅媽為未成年人已依法結婚者，所以行為具有法律效力  

(Ｃ)外甥為無行為能力人，因此若由舅媽代替其購買，具有法律效力 (Ｄ)舅媽的行為在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後，

具有法律效力。 

13. (   )不小心打破鄰居家的窗戶，鄰居可以依照《民法》要求對方負起何種法律責任？ (Ａ)法院強制執行 (Ｂ)剝奪

權利 (Ｃ)解除契約 (Ｄ)損害賠償。 

14. (   )下列何種行為屬於《民法》上的侵權行為？ (Ａ)大寶摔壞小明的手機 (Ｂ)阿杰答應小昌還錢卻沒帶錢 (Ｃ)

小君答應借小莉抄作業卻反悔 (Ｄ)阿寶未如期歸還向小新借的書。 

15. (   )社會互動頻繁，日常生活中存在各類民事糾紛，由附圖對話內容可知，當事人最初應是使用何種方式來解決問題

？ 

 
(Ａ)私下和解 (Ｂ)提起訴訟 (Ｃ)聲請調解 (Ｄ)訴訟上的和解。 

16. (   )根據附圖情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基於契約自由原則，阿賢可以拒絕購買 (Ｂ)若雙方協議不成，阿賢可以取消購買 (Ｃ)老闆可以要求阿賢

賠償此筆交易的損失 (Ｄ)阿賢必須負起回復原狀的賠償責任。 

17. (   )知名蛋糕店將冷凍超過一星期的蛋糕，當成現做蛋糕販售給不知情的顧客，引發輿論撻伐。請問：商家的作法已

經違反了下列何項權利行使的概念？ (Ａ)契約自由原則 (Ｂ)誠實信用原則 (Ｃ)禁止權利濫用 (Ｄ)消滅時

效。 

18. (   )永裕在繪製調解流程圖時，不小心將附圖中幾個字沾上汙漬，被汙漬遮住的幾個字應為下列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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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調解委員會 (Ｂ)法院 (Ｃ)鄉、鎮、市、區公所 (Ｄ)地方政府。 

19. (   )下列事例，何者屬於私人間財產上的權利義務關係？ (Ａ)小菲和小熙前往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 (Ｂ)貞怡將房

子出租給雪琪 (Ｃ)嘉雲在父親過世後繼承遺產 (Ｄ)羅先生和太太扶養一對雙胞胎姐弟。 

20. (   )某家健身中心無預警停業，許多會員剛繳交完會費，蒙受鉅額損失，因此要求業者負起責任，否則將訴諸法律行

動。請問：根據法律，會員應如何爭取自身權益？ (Ａ)要求業者賠償損失或解除契約 (Ｂ)要求業者將會員資

格轉賣給他人 (Ｃ)將健身器材強行拍賣做為賠償金 (Ｄ)扣留健身中心員工的薪水。 

21. (   )依照《民法》規定，對於行為能力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 11 歲的兒童屬於無行為能力人 (Ｂ)未滿 7 

歲的兒童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 (Ｃ)未成年人已依法結婚者，屬於完全行為能力人 (Ｄ)受監護宣告者屬於限制

行為能力人。 

22. (   )甲與鄰居乙交惡爭吵，甲於是在後院修建圍牆，阻礙乙的對外通行道路。由於甲的行為主要是以損害乙為主要目

的，因此違反了下列何項概念？ (Ａ)契約自由原則 (Ｂ)誠實信用原則 (Ｃ)禁止權利濫用 (Ｄ)消滅時效。 

23. (   )13 歲的威宇把知名動漫主角印在 T 恤、杯子、鑰匙圈上，透過社群網站販售。不久被管理員下架，並被告知動漫

廠商將對他提出販賣盜版商品的告訴，威宇表示不知道這麼做會觸犯法律，心裡十分後悔。根據上文，下列說明

何者正確？ (Ａ)威宇販售上述商品已屬智慧財產權的侵權行為 (Ｂ)由於威宇尚未成年，動漫廠商將無法獲得

賠償 (Ｃ)若威宇被廠商控告，可採取回復原狀表達歉意 (Ｄ)依我國規定並不處罰因過失而觸犯法律的行為。 

24. (   )根據附圖中的對話判斷，優優的法律行為，效力如何？ 

 

(Ａ)優優買機車的行為須經過法定代理人同意方為有效 (Ｂ)必須由法定代理人代替優優做購買的動作 (Ｃ)優

優購買機車的行為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 (Ｄ)購買機車為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行為，因此具有法

律效力。 

25. (   )買賣行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遍。根據附圖對話，下列何項推論正確？ 

 
(Ａ)雙方互動的結果並未達成買賣契約 (Ｂ)雙方在財產權利義務關係上發生糾紛 (Ｃ)老闆可依法要求顧客交

付價金 (Ｄ)顧客可依法要求老闆交付商品。 

26. (   )阿娟遇到一起消費糾紛，在社群網站上貼文求助，下列哪位網友的建議最為正確？ 

動態更新 

我剛帶先生、小孩來電影院看新片，結果坐下不久，發現整個座椅都是溼的，還有一股臭味，我背後的衣、褲因此溼

透了，根本沒心情看電影，我現正聯繫服務人員協助，但他們回應很冷淡，真不知該怎麼辦。 

(Ａ)勝傑：電影院並非故意造成客人衣褲受損，因此你無權要求其負責 (Ｂ)華健：電影院未能提供觀賞電影的

良好環境，你可要求其賠償損失 (Ｃ)伊凌：你若堅持要求電影院處理，在法律上通常以金錢賠償為原則 (Ｄ)

雪芙：你和電影院的糾紛，必須由法定代理人代替你出面交涉。 

27. (   )美華向某廠商訂購為期兩年的鮮奶，第一年每天都有按時收到，但是第二年卻無故停送，告訴廠商卻置之不理。

此時，美華可以透過下列何者來保障自己的權益？ (Ａ)貼布條抗議 (Ｂ)到廠商家中噴漆 (Ｃ)民事訴訟 (Ｄ

)刑事訴訟。 

28. (   )附圖中，楚先生認為自己的權益受損，他可以選擇下列何種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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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拒絕給付阿發的工程款項 (Ｂ)阻撓阿發接下其他工作 (Ｃ)要求阿發賠償工程逾期造成的損失 (Ｄ)取走

阿發的工程用具做為補償。 

29. (   )阿嬌與阿明打算辦理結婚登記，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Ａ)結婚應以儀式為之 (Ｂ)可找代理人辦理登記 

(Ｃ)須有一人以上證人的簽名 (Ｄ)應向戶政機關登記。 

30. (   )君雅在同學會聚餐時分享自己的近況，如附圖所示，關於她所服務的工作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被視作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Ｂ)若不成立，亦不可再提出訴訟 (Ｃ)成立後，效力等同於法院判決  

(Ｄ)雙方須自行委任律師以利進行。 

31. (   )幾個朋友聚會以恭喜剛結婚的一對友人，參加聚會的人如附圖所示。請問：其中哪兩個人最可能是剛結婚的新婚

夫妻？ 

 

(Ａ)小成和小美 (Ｂ)小豐和小青 (Ｃ)小豐和小愛 (Ｄ)小偉和小青。 

32. (   )附圖對話中所談論的處理方式應為下列何者？ 

 

(Ａ)訴訟 (Ｂ)調解 (Ｃ)私下和解 (Ｄ)訴訟上的和解。 

33. (   )阿杰與阿峰是大學同學，大二那一年，阿杰向阿峰借 5 千元付房租，期間阿峰一直忘記向阿杰追討這筆債務，20 

年後開同學會，阿峰向阿杰追討，但是阿杰卻拒絕還債。依據上述，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Ａ)阿峰得以「誠實

信用原則」要求阿杰還錢 (Ｂ)阿杰可以「禁止權利濫用」而拒絕還債 (Ｃ)阿峰得以「契約自由原則」要求阿

杰還錢 (Ｄ)阿杰可以「消滅時效」為由而拒絕還債。 

34. (   )在法律上，附圖中小文的行為是否有效？ 

 

(Ａ)有效，因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 (Ｂ)有效，因屬於完全行為能力人 (Ｃ)無效，因屬於無行為能力人 (Ｄ)

無效，因屬於受輔助宣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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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18 歲的小蔡買了新房子，並完成相關手續，父母知情後雖不同意，但買賣契約仍然有效；19 歲的雯雯買了昂貴

的名牌包，但因某些原因，此交易行為無效。根據上述內容判斷，文中二人的情形最不可能是下列何者？〔104.

會考〕 (Ａ)雯雯遭受了監護宣告 (Ｂ)小蔡的婚姻狀況為已婚 (Ｃ)雯雯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 (Ｄ)小蔡屬於

限制行為能力人。 

36. (   )根據附圖中老師對班上同學公布的聯絡事項判斷，下列何人應為老師班上的學生？ 

 

(Ａ)小博，5 歲 (Ｂ)小憲，15 歲 (Ｃ)小廷，22 歲 (Ｄ)小鳳，28 歲。 

37. (   )琳淑看電視時，畫面下方出現一則跑馬燈消息，她依據法律知識做出一些推論，下列何者最為為正確？ 

快訊：建商負起損害賠償責任，受害民眾獲賠金額 250 萬元 

(Ａ)廠商行為應是出自於過失 (Ｂ)民眾因廠商侵權而有所損失 (Ｃ)雙方發生契約不履行的糾紛 (Ｄ)賠償方

式決定採回復原狀。 

 

二、 題組題：四大題，每小題 2 分，共計 16 分。 

1. 政府考量現今國際趨勢以及國內青年身心發展現況，且我國法制中滿 18 歲必須完全負擔行政法、《刑法》中的責任，

但卻尚未被視為《民法》上的成年人，因此法務部研擬草案修正《民法》成年年齡為 18 歲。請問： 

（ ）(38)若修法通過後，下列何種行為不須經過法定代理人同意？ (Ａ) 6 歲的小宸購買文具禮盒 (Ｂ) 15 歲的小禎

簽下唱片合約 (Ｃ) 17 歲的小梅訂購機車代步 (Ｄ) 19 歲的小鈺買下中古房屋。 

（ ）(39)關於上述修法緣由，最接近下列何項描述？ (Ａ)國內青年身心發展成熟，已可擔負《民法》責任 (Ｂ)現

今《民法》中規定的成年年齡與其他法律一致 (Ｃ)我國所有法律均是依照外國國情需要而進行修正 (Ｄ)

《民法》將刪除法定代理人對於未成年人的責任。 

2. 小清因為錯過垃圾車，於是將垃圾丟在鄰居阿鳳家的門口，雙方為此反目成仇，告上法院。進入訴訟程序後，阿鳳覺

得訴訟實在麻煩，於是答應由法官從旁協調，在雙方達成共識後，小清願意賠償阿鳳的損失。請問： 

（ ）(40)依上文所述，小清與阿鳳選擇了哪一種解決糾紛的方式？ (Ａ)訴訟上的和解 (Ｂ)私下和解 (Ｃ)由法官

判決 (Ｄ)調解。 

（ ）(41)依上文所述，阿鳳是根據哪一部法律向小清爭取自己的權益？ (Ａ)《社會秩序維護法》 (Ｂ)《民法》 (

Ｃ)《刑法》 (Ｄ)《憲法》。 

3. 請閱讀下列文章後，回答問題： 

  近來美食外送風氣興盛，但 2019 年國慶連假期間，接連 2 起外送員趕送餐而發生死亡車禍，發現他們竟然都沒有

被依勞工保險條例投保，這才讓政府著手認定外送員和外送平臺之間的契約性質，到底是「僱傭契約」或「承攬契約

」？ 

  僱傭契約與承攬契約雖然都是民法上的契約，但承攬契約具備獨立作業的特性，因此不用負擔雇主的責任；而僱

傭契約屬於勞動契約，可享有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的保障，雇主必須依法提供勞工基本薪資

、休息時間、職災醫療補償等，而非完全依照民法上的契約自由原則。僱傭契約本身並非要式契約，而這些外送員對

法律規定也理解不足，以為這些事項都是依照公司規定，結果在損害發生時，才驚覺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這 2 起個

案勞動部後來認定屬於僱傭契約。 

（資料來源：改寫自 1. 9 美食外送平臺勞檢，勞動部認定 foodpanda 等 5 家與外送員為僱傭關係，風傳媒，2019 / 10 / 

30；2. 林雨佑，勞動部認定僱傭，外送員就此獲得保障？，報導者，2019 / 10 / 23。） 

（ ）(42)根據上文所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僱傭契約並非民法上的契約類型 (Ｂ)勞動部認定所有的外送員

均為僱傭契約 (Ｃ)外送員與外送平臺之間，並無法律行為 (Ｄ)相對於承攬契約，僱傭契約對外送員的保

障較高。 

（ ）(43)勞動契約因為雇主與員工處於地位不對等的情形，因此受到勞動法規的規範。下列何者為上文中所提到的不

對等關係？ (Ａ)外送員對於勞動法規了解不足，導致權利受侵害 (Ｂ)外送員無法自由的選擇是否要接下

這筆外送訂單 (Ｃ)平臺業者可隨意扣除外送員的薪水，導致其薪資低於法律規定 (Ｄ)平臺業者有權決定

外送員可否加入，但外送員無權選擇想加入的外送平臺。 

4. 連先生帶 4 歲的女兒小芯外出逛街，連先生在挑選商品時，女兒不慎將桌上的商品推落地上，導致商品損壞，業者要

求連先生負起責任。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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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業者為什麼不要求撞翻商品的小芯負責？ (Ａ)年紀尚輕的小芯沒有財產可支付 (Ｂ)法定代理人須為無行

為能力人負起民事責任 (Ｃ)不論年紀大小，子女犯錯均應由父母承擔 (Ｄ)連先生是此次買賣契約的訂定

者。 

（ ）(45)業者要求連先生負起責任，下列何者符合法律規定的賠償方式？ (Ａ)購買 10 件同樣的商品 (Ｂ)購買更高

額的商品做為補償 (Ｃ)以連先生的女兒做為賠償 (Ｄ)負擔商品的修理費。 

 

三、 配合題：兩大題，每小題 1 分，共計 10 分。 

1. 以下為《民法》的原則及相關概念，請依據各小題的情境，填入正確的答案代號： 

(Ａ)契約自由原則 (Ｂ)誠實信用原則 (Ｃ)禁止權利濫用 (Ｄ)消滅時效 

（ ）(46)阿德弄壞魏小姐的中古大提琴，魏小姐要求他以全新全額賠償。 

（ ）(47)劉大哥向林小妹買房子，兩人談定價格為 800 萬元。 

（ ）(48)黃小姐借哥哥 5 萬元，一直未要求哥哥還款，20 年後，哥哥可拒絕償還。 

（ ）(49)糕餅店誤用餿水油製作糕點，卻加以隱瞞，未將商品下架。 

2. 請依據各小題的敘述，判斷其狀況屬於何種行為能力人，並填入正確的代號： 

(Ａ)無行為能力人 (Ｂ)限制行為能力人 (Ｃ)完全行為能力人 

（ ）(50) 16 歲已婚的楊一媚。 

（ ）(51)剛過 6 歲生日的于小弟。 

（ ）(52)受監護宣告的方大嬸。 

（ ）(53)在奶茶店打工的高中生芊芊。 

（ ）(54)市議員候選人邱先生。 

（ ）(55)獲得國中組科展優勝的許同學。 

 

 

 

 

 

~機會是自己創造的，而不能一味的等待別人的賜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