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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中山高中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高一愛班 公民與社會第一次段考試題（龍騰第一冊第 1 課） 

使用新電腦卡，第 1-38 題每題 2.5 分、第 39 題 5 分，高一愛班 座號：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 

一、單選題 

1. 近年來，為了積極保障各族群的文化權發展，除了將本土語言（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列入中小學的

正式課程外，2018 年立法院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強調尊重我國語言的多元性，並且追求各語言之平等。

這些政策對於各族群文化有何幫助？ (A)有效強化特定族群的優勢地位 (B)提升國家認同度以降低歧異性 

(C)保有並發展其獨特文化的權利 (D)保障各族群文化的媒體傳播權  

2. 人權是身為人應該有的權利，每個人都有權利過著符合人性尊嚴的生活。人權的演進及發展也隨時代和環境的

變遷而日益豐富。下列關於當代普世人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A)因符合各國法定資格者而擁有的權利 (B)

人人皆應同等享有而非侷限國內層次 (C)國際社會對普世人權的推動已臻完備 (D)仰賴聯合國簽訂人權公約

以落實保障  

3. 人權的起源很難被界定為是因為某時點、某些特定人士或某學說理論而來，但最主要是由 17、18 世紀多起社

會的重大變革，以及一連串事件的演進發展而來。下列關於人權演進的敘述，何者正確？  

(A)人權意識提升使人類更重視身分階級，以及團體的集體權  

(B)在權利的態樣上，保障的權利逐步從個人權擴大到集體權  

(C)人權發展至今已經在國際上獲得所有國家一致的價值共識  

(D)發展之初即認為人權與生俱來，人人平等的理念皆能落實  

4. 隨著權利主體從特定少數演進到普遍全體適用，公民身分的權利內涵也隨著時代演進而逐漸擴展。其中下列何

者的發展，主要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及普世人權思潮而漸受重視？ (A)自由權 (B)參政權 (C)社會

權 (D)文化權  

5. 首度改編國產電玩的電影《返校》於 2019 年 9 月上映，劇情描述翠華中學美術老師兼任輔導教師張明暉在校

內儲藏室創辦了讀書會閱讀「禁書」，成員包括音樂老師殷翠涵、學生魏仲廷等人。不過，當時國民黨政府以

防止共產主義滲透等理由頒布《戒嚴令》，路上隨處可見「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嚴禁組黨結社」等標語及

廣播，組織地下讀書會甚至可能構成「叛亂罪」。依據上述訊息判斷，《戒嚴令》限制了張明暉等人的何種公民

權利？ (A)自由權 (B)文化權 (C)政治權 (D)社會權  

6. 政府於 2019 年制定《國家語言發展法》，並將國家語言（如客家語、原住民語、閩南語、臺灣手語等）列為

國民教育階段部定課程。為此，教育部召開課程審議會，2021 年 1 月 9 日會中做成決議，於國中教育階段

七、八年級將本土語言列為部定必修，九年級列為選修，最快預計於 111 學年度實施；高中教育階段則尚未

定案，有待後續研議。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此決議的目的？  

(A)尊重多元文化並促進國家語言之傳承及發展 (B)鼓勵在家學習母語以充分利用學校教育資源  

(C)保障各族群的學生皆能擁有平等的受教育權 (D)培養我國學生具備多語專長以提升其競爭力  

7. 1948 年國民政府為因應中國共產黨動亂，頒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隔年又因國共內戰惡化頒布「戒嚴

令」。實施的三、四十年間，《憲法》部分條文被凍結、人民自由與基本人權被限縮，也對我國政治社會等各層

面造成顯著而長久的影響。依據前文內容判斷，下列敘述何者符合當時之情形？  

(A)公民對於地方及中央選舉的權利全面被禁止  

(B)這段時期僅有國民黨而無其他合法政黨存在  

(C)公投的權利內涵與實施成效雖不如當前，但亦未受限  

(D)國會議事及總統選舉被中央民代掌控，公民權利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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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圖為我國「中央政府所轄人民政治團體數量」的資

料，從歷年來人民成立政治團體數量的變化，可以推

知下列哪一現象？ 

(A)戒嚴下沒有任何政黨或政治性團體得以成立  

(B)政治團體成立愈多，愈能彰顯主權在民精神  

(C)政黨與政治性團體的數量隨民主化蓬勃發展  

(D)政黨數量大幅增加，顯示政黨類型日趨多元  

9. 近年來我國社會一直有「下修投票年齡至 18 歲」的呼

聲，不僅僅是因為我國是亞洲最後的 20 歲投票權民主國家，更凸顯出各項制度上產生的權利與義務不對等。

某公民團體公布的民調顯示，7 成以上立法委員，以及超過 8 成以上的受訪成年民眾對此表達支持的立場。下

列關於此議題的推論，何者恰當？ (A)能行使投票權即可判斷人民普遍具有公民身分 (B)亞洲國家都已賦予

人民普遍性的公民身分保障 (C)公民身分資格的取得標準也有與時俱進的需要 (D)公民身分的取得來自於公

民團體的監督與爭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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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例凸顯全球的人權發展有何重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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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香港「反送中」抗爭情勢加劇，香港警方以武力對待示威者。而關於難民來臺尋求庇護的議題，有人認為應該

出於人道考量，盡量給予這些受迫害者接納與生活支持；有人則認為這對在地擁有公民身分的人不公平，而且

可能會對原有的社會秩序與文化造成重大影響。關於我國應否制定法律建立難民庇護機制的議題，下列何者是

正方最能支持自己立場的論點？ (A)基於人道與人權立場，可對來臺尋求庇護的香港居民個案協助即可  

(B)難民法通過才能夠系統性提供受到政治迫害的香港民眾支持與援助  

(C)臺灣地狹人稠，接納難民數量有限，無法應對成千上萬的難民申請  

(D)將香港人納入難民法，涉及到國家主權界定的爭議，必須審慎處理  

12. 公民身分（citizenship）的概念源自於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雅典城邦，但僅有符合「出生於雅典、成年、男

性、具一定財產」資格者才能擁有公民身分。而現今的普遍性公民身分則是歷經了漫長的演變過程而來。關於

公民身分的內涵與演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公民身分取得的先後，除了有族群的差異外，在性別之間也有所差異  

(B)普遍性的公民身分通常以出生地、年齡、性別及財產等條件作為標準  

(C)演變與擴展的過程是從普遍性個人到關注少數群體，例如：原住民族  

(D)演變至今已經在國際上獲得共識，各國公民擁有的權利因此趨於一致  

13.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共有 47 席，2018 年 10 月改選其中 18 席，任期自 2019～2022 年。由於只有 18 國參

選，結果近年來人權狀況備受爭議的菲律賓、喀麥隆、巴林、索馬利亞、孟加拉和厄利垂亞等國，全部順利當

選。試問此次改選結果可能造成人權理事會何種功能被質疑？ (A)協調與整合聯合國各機關人權工作的成效 

(B)監督並要求侵犯人權之國家改善的公信力 (C)針對各項人權公約設立專責機構的可能性  

(D)定期審議各締約國的人權報告及個人申訴  

14. 公民身分的發展其發展的過程，在權利主體的擴展上，以美國公民投票權為例（族群差異），是從少數群體→           

擁有，請問空格是指何者？(A)普遍性 (B)共同性 (C)不平等 (D)平等性 

15. 公民身分的發展其發展的過程，在權利內涵的擴展上，以英國女性投票權為例（性別差異），是從不平等→           

擁有，請問空格是指何者？(A)普遍性 (B)共同性 (C)不平等 (D)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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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以工作權為例，對於基本工資、勞動條件等保障，通常不分對象而一體適用，屬於普遍性權利；但對於身心障礙者

的就業輔導及生活救助等，是為協助其自立與發展，屬於何項權利？(A)差異性權利 (B)集體權利 (C)不平等權

利 (D)平等性權利 

17. 指特定族群保有並發展其獨特文化的權利，通常包含族群文化認同以及生存發展的何種權利，由該族群共同擁有？

(A)普遍性權利 (B)集體權利 (C)不平等權利 (D)平等性權利 

18. 指 17～18 世紀，追求個人的自由權利，普遍性權利包含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財產權等，請問是指何項？

(A)自由權 (B)參政權 (C)社會權 (D)文化權  

19. 指 19 世紀，參與國家政治過程的權利，普遍性權利包含選舉權、被選舉權、服公職權等，請問是指何項？(A)自

由權 (B)參政權 (C)社會權 (D)文化權  

20. 指 20 世紀，由特定族群所保有並發展自身文化的權利，差異性權利包含民族自治、文化資產、傳統智慧創作等，

請問是指何項？(A)自由權 (B)參政權 (C)社會權 (D)文化權  

21. 我國在參政權的發展上，請文何項法律的制定與罷免條件的放寬，落實《憲法》保障的罷免、創制與複決權？(A)

民法 (B)刑法 (C)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D)公民投票法 

22. 請問聯合國通過何項宣言，成為史上第一份表述全體人類共同且平等適用權利的文件，作為所有國家及人民努力

實現的普世人權標準。(A)世界人權宣言 (B)國際海洋法 (C)國際公法 (D)聯邦憲法 

23. 因《世界人權宣言》僅屬於國際社會間的宣示性規定，對於各國並不具實質約束力。故陸續通過對會員國具何種力

量的各項人權公約，並透過人權專責機構加以監督？(A)規範限制力 (B)實質約束力 (C)道德意識力 (D)公平

正義力 

24. 我國在落實國際人權公約，推動國內法化建立國家報告制度，原由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職掌，2019 年起，由

行政院統籌進行哪兩種方式，以強化各部會對人權政策的推動？(A)民法、刑法之修正案 (B)行政法修正案、大

法官釋憲 (C)國家人權報告、國際審查 (D)憲法修正案、公民投票 

25. 我國成立人權專責機構設於監察院下，根據「巴黎原則」於 2020 年正式成立，主要扮演國際人權公約和國內法之

間的橋梁，推動國際人權在我國的落實及法制化，請問為下列何者？(A)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B)教育委員會 (C)

法務部 (D)國家人權委員會 

二、 題組題 

●  儘管國際輿論強烈譴責，汶萊仍然於 2019 年 4 月開始實施全面加強刑罰強度的《伊斯蘭法刑法典》，

嚴刑峻法的內容主要包括：竊盜者斬斷手腳其中一肢、女同性戀處以鞭刑，而墮胎、通姦者或男同性戀以「石

刑」處死（用小而銳利的亂石打死）。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指出，汶萊新實施的伊斯蘭刑法涉及虐待、殘酷、

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刑罰，違反國際人權義務。  

 (26) 下列對於該事例的解讀，何者較為正確？ (A)國際觀感能有效改善各國人權狀況 (B)人權應基於不同時

空背景而有差異 (C)人權具普世性並非所有國家的共識 (D)除罪犯外，人人都應享有基本人權  

 (27) 從美國國務院的聲明看來，美國應認為汶萊實施的新刑法違反哪些國際人權公約？ 

（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乙）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丙）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丁）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侮辱人的對待或處罰公約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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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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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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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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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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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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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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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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申訴交由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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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 年實施新勞動三法，其中《工會法》對勞工組織工會之限制放寬，

保障我國勞工促進團結，提高與資方進行協商的力道，進而提升勞工地位及

改善勞工生活。  

 (31) 政府透過《工會法》之立法，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此一作為

與下列何者屬同一權利內涵之展現？  

(A)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履行我國《憲法》中對全體國民提供健康照護之責任 

(B)三讀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大幅度降低人民罷免公職人員的門檻 

(C)頒布課程綱要要求應將各族群母語教育列入中、小學的教學與正式課程中 

(D)制定《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保障同性別二人可辦理結婚登記  

 (32) 附圖為我國近 20 年來，中央政府所轄人民團體中工會數量的歷年統計，

根據圖中的資訊，可以推論出下列哪一訊息？ 

  (A)1998 年以前我國尚未制定勞動法規 (B)工會數量增多與職業類別變多有關  

  (C)近年來勞工的權利意識較過去更高  (D)罷工事件隨組織工會成長率而增加  

●  在我國，年滿 18 歲可以考機車駕照、參與公投、擔任公務人員，也要負起完全的刑事責任，2020 年

年底三讀通過將《民法》成年年齡下修為 18 歲。相關法律規範都認可了 18 歲具有足夠的自主能力，能成為

享有權利並負起相應義務的權利主體，但卻要 20 歲才能參與選舉投票。對此，長久以來關注此議題的民間團

體「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認為，這樣的情況造成年輕人「有責無權」的困境；此外，不僅是投票年齡，諸

如《集會遊行法》、《人民團體法》等相關法律也以年滿 20 歲為限制，無形中都是限制了人民參與國家政治過

程、申請集會遊行或成立團體等權利。但事實上，歷史上諸多學運及社會運動中，年輕人從未缺席，而是在臺

灣民主轉型過程中，扮演了推動民主扎根的重要角色。 

  「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在 2020 年所做的「18 破框：18 歲公民權支持度調查」報告也指出，超過 85

％的成年民眾對於投票年齡下修表態支持；現階段全世界也僅剩 5％左右的國家或地區，與臺灣同樣 18 歲尚

無投票的權利。 

(33) 文中主要訴求的權利內涵為何？(A)自由權 (B)參政權 (C)社會權 (D)文化權 



5 

(34) 從世界各國投票年齡的規定，以及我國民眾對投票權年齡下修的態度來看，可見公民權利具有何種發展

特性？ 

(A)人民的權利來自於法律賦予，應受節制以避免濫權 (B)人生而自由平等，權利不應該受到任何限制及侵 

(C)公民權利屬普遍性權利，應該不分對象而一致適用 (D)權利主體及權利內涵不斷在演變，且必須與時俱進 

(35) 由文中敘述可知，降低人民在投票、申請集會遊行、組織團體等事項的年齡限制，對社會發展具有何種 

正向影響？ (A) 維持個人尊嚴與基本生活的權利   (B)判斷該國家是否民主的基本條件   

 (C) 擁有平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決策   (D)積極展現公民力量的社會權 

三、混合題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於 2009 年公布施行，政府於 2016

年公布第二次國際人權報告，並於 2017 年 1 月邀請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權專家來臺進行「兩公約國家人權報告

第二次國際審查」。會後，審查委員共提出 78 點結論性建議給我國政府。其中，審查委員特別關注同性婚姻

等議題。審查委員十分樂見我國政府推動婚姻平權，把同性婚姻納入《民法》中，成為消彌性別歧視、性別不

平等的亞洲先鋒。 

  2017 年 3 月，大法官召開了憲法法庭，進行同性婚姻釋憲案的辯論，並在 5 月公布釋憲結果。根據《司

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民法》沒有保障同性別二人結婚之權利，違反了《憲法》中的平等權與婚姻自由

權，並要求立法院應該要在兩年內以任何立法的形式補足同性伴侶的權利。釋字第 748 號解釋雖然確立了我

國同性婚姻合法化將在兩年內完成，不過也開啟了「修民法」與「立專法」來保障同性伴侶權益的爭論。 

  九合一大選於 2018 年底登場，同時也因為《公民投票法》門檻下修，出現許多公民投票的議題與大選同

一日舉行投票，其中包含了立專法派的「愛家公投」與修民法派的「平權公投」，結果愛家公投提出的「民法

婚姻應該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以及「同性婚姻應該以民法婚姻規定以外之其他形式來保障」兩項公民投票

案通過。最後，2019 年 5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36) 根據題文訊息判斷，我國以何種方式落實國際公約的人權保障？ 

(A)由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反國際人權保障之法律違憲 

(B)簽署國際人權公約並修改不符國際公約的法令措施 

(C)政府主動邀請國際人權專家來臺審查國家人權報告 

(D)依據普遍民意與民主原則制訂符合人權保障的法律 

(37)根據題文訊息判斷，關於《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通過後的社會發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全面消除社會上的性別歧視以及性別不平等    (B)相同性別二人之婚姻自由權利受到法律保障 

(C)同性戀文化將從少數人的文化變成主流文化    (D)民法對於婚姻的定義因家庭價值多元而改變 

(38) 《公民投票法》門檻下修與我國何項公民權利的發展與落實有關？ 

(A)自由權 (B)參政權  (C)文化權  (D) 社會權 

------------------------------------------------------------------------------------------------------------------ 

基隆市立中山高中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高一愛班 公民與社會第一次段考 混合題答案卷 

 

高一愛班座號：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得分        總分         

(39) 請根據上題(第 38 題)勾選項目，說明理由（30 字以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