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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11 0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一普通班公民與社會科第 1 次段考試題卷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單選題(30 小題，每題 2.5 分，共 75 分  不倒扣)              使用電腦回收卡從第 51 題開始畫卡(試題共 5 頁) 

51. （  ）文文高中畢業後要選擇升大學或出來工作，她考量到想過快樂的大學生活以及大學畢業的文憑，必須要   

        付出高額的學費；而放棄讀書出來工作，則可以幫忙賺錢貼補家用。如果大學學費 1 年是 5 萬元，她出  

        來工作每個月的薪水是 2.3 萬元。文文想讀完 4 年大學所做的決定考量，何者正確？  

       （甲）她若選擇讀完大學的話，隱含成本是 20 萬元  

       （乙）她選擇工作的隱含成本是大學生活和大學文憑  

       （丙）她若選擇讀完大學的機會成本會是 130.4 萬元  

       （丁）她若選擇出來工作的外顯成本會是 110.4 萬元  

        (A)甲乙 (B)丙丁 (C)乙丙 (D)甲丁  

52. （  ）根據主計總處 2021 年公布的數據顯示，國內貧富差距達 6.13 倍，創下 8 年來新高。有立委表示，要縮

小貧富差距，政府可以在稅制上做改革，讓有錢人多繳一點稅，例如：提高不動產徵稅，都會有助於拉

近貧富差距。下列何者不是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 (A)財富持有不平均的程度增加 (B)課徵資本利

得稅 (C)政策背後可能有各方利益團體的遊說 (D)不同教育程度的工資差異擴大  

53. （  ）雇主與勞工依據《民法》簽訂僱傭契約，明訂雙方的權利義務。雇主認為《民法》的重大原則即是契約

自由，因此簽約時雙方講好全時工作，月休 2 日，月薪 1 萬，只要雙方同意，雖然違反勞動基準法相關

規定，該契約仍為有效。依據我國現行的體制，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私法自治精神不容動

搖，雙方同意即可 (B)勞動基準法雖保障最低標準，但民法訂定時間更早，應優先適用 (C)雇主違反誠

實信用原則，該契約無效 (D)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該契約必須符合勞動條件最低的標準 

54. （  ）小明參加全校班聯會主席的競選，他提出的競選口號是想要成為「正義使者」，為維護全校學生的公平

正義而努力。請問：有關小明的政見內容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為重視「匡正正義」，學校面對霸

凌事件應研究預防輔導機制 (B)為達到「分配正義」，校務會議應開放學生代表參與校規制定 (C)為符

合「程序正義」，每間教室都應架設功能齊全的投影設備 (D)為實現「實質平等」，校內學生的權利義

務都相等以杜絕特權  

55. （  ）幸福市市長經過改選後，新市長一上任就恢復老人年金一律 3,000 元，對市內國中小學提高免費營養午

餐金額，更提高新生兒營養補助等政策。有人擔心浮濫發放福利，造成財政負擔，也有對此政策可能造

成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問題產生質疑。下列提出質疑的觀點，何者與其他各項不同？ (A)資源有限的情況

下若福利獨厚老人小孩，可能排擠其他群體福利 (B)對於老人年金提供形式平等的補助，會忽略群體內

部貧富的差異 (C)對新生兒提供特定的補助，有些人質疑政策治標不治本效用不大 (D)恢復老人年金會

加深社會大眾對年老者拖垮財政的負面刻板印象  

56. （  ）20 世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提出建立社會基本制度的指導原則是「正義」原則，用來規範社會制

度、決定個人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以及分配社會的利益，請問：下列哪項政策符合羅爾斯的正義論的

「差異原則」？ (A) 為照顧身心障礙者，提供身障人士子女學費減免 (B)為防止豬瘟疫情擴大造成養

豬戶損失而加強安檢 (C)為改善交通堵塞情形，連續假日實施高乘載管制 (D)為提升國民素質與競爭

力，政府推動十二年國教  

57. （  ）「成本效益」觀念運用在政府公共支出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成本效益」觀念要兼顧成本與效

益，而不是只注重效益 (B)「成本效益」的成本不考慮間接成本 (C)「成本效益」觀念是以金錢為主要

標準來衡量效益 (D)「成本效益」的成本包括機會成本的觀念，機會成本愈大愈適合公共支出  

58. （  ）法務部日前表示「對於酒駕致人死亡，將研擬朝向比照故意殺人之可行性修法」，未來將會邀集交通部

及內政部，討論是否針對屢次酒駕者「一律入監矯正」或提高行政罰並持續加強取締等。請問：下列有

關此次修法方向及其程序所欲維護的正義目的之敘述，何者正確？ (A)政府對「酒駕致死者」加重處罰

是為矯正錯誤以維護程序正義 (B)法務部邀請其他部會研擬修法方向，是符合分配正義的合理性 (C)將

屢次酒駕者「一律入監矯正」，是達到預防錯誤的實質平等 (D)以入監矯正處罰酒駕累犯是更公平的糾

正錯誤符合匡正正義  

59. （  ）平等權是以「差別待遇的手段與實現目的」兩者之間的關連性程度作為判斷的標準，而不是採取齊頭式

的平等。請問：下列何者符合平等權的意義？ (A)原住民和客家人考大學指考給予成績加分優惠 (B)一

般家庭都可以領取低收入戶的生活補助 (C)有宗教信仰因素不能當兵拿槍械，可改服替代役而不用服一

般兵役 (D)國小成績優秀的同學，可以優先申請公立的明星國中  

60. （  ）2020 年 1 月總統選舉過後，隨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延燒，各行各業都受到衝擊，紛紛放起無薪假，勞動

部的紓困振興特別預算中，總共編列了 41.25 億，從原本 500 億的「就業安定基金」分出了 30 億，再從

原本 150 億的「就業保險基金」擠出一點錢，加上部分勞動部本身預算，就是這次的特別預算的內容。

下列有關上述新聞的敘述，何者正確？ (A)突發事件須動用到紓困金時，行政院可自行要求人民多繳



2 

 

稅，以因應需求 (B)紓困金的挪用，產生了排擠效應，說明了資源有限，因此必須做選擇 (C)政府在預

算的編列上必須以要給予人民的補助或津貼為優先 (D)對政府來說，讓人民看到政府把錢用於人民，就

能夠贏得總統選舉的選票，因此願意提供紓困金  

61. （  ）「正義論」乃由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請根據「正義論」的觀點，判斷下列何者的

敘述符合「公益」？ (A)為了大多數人的權益，核廢料應該放在蘭嶼、綠島或澎湖等離島地區 (B)國家

應保障每個人的權利公平，因此，不能特別提供資源給弱勢群體 (C)計算正負效益後，若正效益多過負

效益，便是符合社會公益 (D)國家考量整體社會利益，應重視個人平等權利與弱勢族群權益  

62. （  ）征服聖母峰，是許多登山者的夢想，但也吞噬了無數登山者的性命，目前登上聖母峰有兩條比較常見的

路線，一條是從尼泊爾的南坡登入，一條是從中國境內的北坡登入。兩條路線的概況如附表所示：  

南坡  
較多人走，費用約 4 萬美元，面臨昆布冰川，較危險，

但有直升機可救援，費用約 8,000 美元  

北坡  
較少人走，費用約 5 萬美元，攀登技術需較強，無直升

機可救援，但沿途人為破壞較少  

若有一名登山者，考慮預算有限及死亡率較低的路線，你會建議哪一條路線？ (A)選擇從南坡登陸，因

為有直升機可救援，且含救援費用 48,000 美元較北坡 5 萬美元便宜 (B)北坡登入，因為較少人走，景觀

更為壯觀 (C)南坡登陸，因為較多人走，較不容易被當地人騙財 (D)北坡登陸，因為可以省去直升機費

用  

63. （  ）高二的小華為了購買最喜歡的韓星 GOT7 的演唱會門票，這半年來都婉拒同學唱歌與聚餐的邀約，省下

的錢終於買到了 VIP 區的門票。下列和小華行為有關的敘述，何者正確？ (A)小華的行為說明了人並非

都是理性的 (B)因為資源有限，所以小華只能在演唱會與唱歌聚餐中取捨 (C)資源沒有多種用途，所以

小華只能選擇去聽演唱會 (D)小華婉拒同學的邀約，是因為唱歌與聚餐無法凸顯自己的與眾不同  

64. （  ）政府推行各項公共政策以解決社會問題，請比較以下四項政策對在資源分配的考量因素的影響，何者與

其他三項不同？ (A)免費提供年邁民眾與幼童施打流感疫苗 (B)興建社會住宅提供經濟不利者以較低費

用租賃 (C)疫情紓困幫助受波及的產業度過難關 (D)年節期間取消高速公路的優惠收費里程  

65. （  ）修復式司法的思維，主張處理犯罪事件不應只從法律觀點來解決犯罪事件。強調「社會關係」的修復，

提供當事人對話的機會，表達感受，修復犯罪所造成的傷害，一起尋求彌補的方式。而個人、團體與社

區已損壞的關係也得到應有的修復。上述思維是從何種角度來探討公平正義如何實踐？ (A)分配正義 

(B)匡正正義 (C)程序正義 (D)平等原則  

66. （  ）「合理的差別對待」是許多國家用以改善族群、性別、身心障礙人士等群體得以免於不利處境的重要原

則。我國各級民意代表選舉設有女性及原住民族的保障名額制度，若以公平正義的觀點思考，為何要設

立女性參政的保障名額呢？ (A)改變長期以來社會男女參政比例的不平等問題，讓政策制定兼顧不同性

別的立場 (B)透過保障名額，實踐「女主外、男主內」的性別分工結構 (C)女性政治人物問政缺乏邏

輯，有名額保障才能順利當選 (D)此制度歧視女性的社會參與能力，應立即廢止以實踐性別真正的平等  

67. （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法規鬆綁對更生方案的規定，也降低債務人盡力清償的門

檻，大幅放寬債務人還款壓力；不過第 29 條第四項原本規定，條文應該寫《刑法》用語「追徵金」，但

卻寫為行政罰用語「追繳金」，當時法案二、三讀並未有人發現，因此一路過關斬將完成程序。依據我

國現行的體制，請問：應依照何種程序修正？ (A)總統公布時把錯誤用詞更改即可 (B)總統將該法案退

回逕付三讀，修正錯別字 (C)經立法院重新三讀，修正該文字 (D)藉大法官解釋，使該法失效  

68. （  ）法治社會中，憲法是國家基本組織、任務及人民與國家間具有拘束力的根本規範，它是限制國家權力的

法規，也是賦予人民權利的法規。因此針對憲法條文的解釋格外重要。請問：下列誰擁有憲法的解釋

權？ (A)立法委員 (B)各級政府官員 (C)各級檢察署的檢察官 (D)司法院的大法官  

69. （  ）在我國由立法院完成三讀之法律案由立法院咨請總統公布，總統應於十日內公布法律，假設總統於 111

年 3 月 23 日公布某法律，如果沒有其他規定或配套，請問該法律何時正式生效？ (A) 111 年 3 月 23 日 

(B) 111 年 3 月 24 日 (C) 111 年 3 月 25 日 (D) 111 年 3 月 26 日  

70. （  ）網路上常說女生喜歡高富帥的男生，尤其是富者，但有女生反駁此說法，認為富者之所以為富，是因為

工作認真與努力的態度吸引人，大部分女孩喜歡的是此態度，而不是生活漫無目的的富二代，若想要結

交這類在乎態度的女孩，男生應該如何做？ (A)讓自己長高，吸引女性注意 (B)加入型男行列，改造成

帥氣的外表 (C)充實內涵，並讓自己成為有深度的人 (D)改變女孩的想法，讓女孩主動追求自己  

71. （  ）環境問題成為全球各國有共識且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我國政府規劃能源轉型以減煤、增氣、展綠、非

核之潔淨能源為發展方向，經濟部亦訂定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政策目標。政府在分配資源時，

會考量的因素有很多，根據經濟部的再生能源發電目標判斷，該政策考量的要點為下列何者？ (A)再生

能源便宜，是以價格做為考量依據 (B)政府施政應以經濟成長為唯一評判標準 (C)利益團體的遊說，促

使政府政策轉彎 (D)考慮全球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促進人類居住環境與世代資源的永續利用  

72. （  ）美國於 1870 年代，以投票權禁制法禁止有色人種享有投票權。不過已因憲法修訂而失效，之後部分州通

過法律以人頭稅及讀寫能力來評定選民資格，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在南北戰爭前已經擁有選民資格的人及

其後代。由於這些受惠於新特例的選民與戰前的一輩相差了大概兩代，因此這種對投票權的限制又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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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祖父條款」。請問：「祖父條款」除了侵害人民的參政權外，亦嚴重影響人民的何項權利？ (A)自

由權 (B)財產權 (C)平等權 (D)生存權  

73. （  ）美國人權運動者提出改革倡議，開啟以「合理的差別對待」為原則的政策討論與立法。除了消極地禁止

種族及性別歧視外，更要積極地推動社會不利處境優先措施，以矯正少數種族與女性長久以來在公私部

門受歧視所導致的不利地位。我國下列何種政策，也符合上述精神？ (A)於投票所設立無障礙設施及協

助機制，以利身心障礙人士順利投票 (B)疫情經濟振興 5 倍券，人人皆可領取 (C)酒駕執法杜絕關說，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D)受監護宣告者不能行使投票權  

74. （  ）經公布施行的法律，不只人民要遵守，國家機關更要嚴格遵循，不得逾越權限及濫用權力。若法律實際

施行時發生問題或爭議，同樣要經由前述的三讀程序來修正，以維持國家整體安定。請問上述所言，為

何種原則的實踐？ (A)民主國原則 (B)法治國原則 (C)政黨政治原則 (D)責任政治原則  

75. （  ）我國《教育基本法》第 4 條規定（甲）人民無分性別、年齡、能力、地域、族群、宗教信仰、政治理

念、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接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乙）對於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

之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令予以特別保障，並扶助其發展。就學者羅爾斯「正義論」的

觀點審視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符合「正義論」中主張的「差異原則」  

(B)（乙）即為「正義論」中的「自由平等原則」  

(C)（甲）說明保障受教育機會均等但未照顧弱勢族群是違反公平正義的基本要件  

(D)（乙）代表政府對不利處境者給予特殊保障的積極措施  

76. （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在現有資源下如何「選擇」的科學。下列相關論述，何者最為正確？ (A)資源若

具有稀少性，代表數量很少 (B)資源有限，是相對於人類的「慾望無窮」 (C)資源有多種用途，所以產

生「預算」的概念 (D)理性自利的人通常會選擇一個「機會成本最大」的行為  

77. （  ）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的規定：「國家應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

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請問

下列何者「符合」上述我國對原住民族的保障？ (甲)保障原住民族的語言文化，透過母語認證可獲得考試

加分；(乙)原住民族學生可透過加分，與漢人學生爭取一般大學名額； (丙)推動原住民族土地正義，以法

律保障原住民傳統領域，不論公、私有土地都一律交還給原住民； (丁)在我國各級民意代表選舉，設有原

住民族的保障名額制度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78. （  ）有關適用法律時應該住的原則，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有兩個以上的法律對同一件事項都有規定時

「普通法優先於特別法適用」 (B)法律適用原則──程序從新實體從舊 (C)規範政府機關如何行使權

力、進行調查、審判等程序性的法律，稱為實體法 (D)規範權利義務實體內容的法律，稱為程序法  

79. （  ）附圖是我國 2000～2020 年歷年國家支出變化，若從經濟學相關概念分析此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A)國家支出主要來自人民稅收，政府可透過修法增稅使稅收不具有稀少性 (B)從 2012～2017 年的數據

顯示，減少國防支出的機會成本高於減少社會福利支出的機會成本 (C)此圖呈現出資源的多種用途，所

以政府預算支出存在排擠效果 (D)從 2006～2010 年的數據顯示，政府分配稅收資源追求公平原則更甚

於追求效率原則  

80. （  ）為推升我國國民旅遊內需消費，交通部投入 36 億元預算推動「擴大秋冬國民旅遊獎勵計畫」，成功帶動

全臺國民住宿型旅遊，讓我國觀光產業淡季不淡。上述帶動我國淡季觀光所提供誘因的作法，與下列何

者最為相近？ (A)政府提高燃油稅，促使民眾改搭大眾運輸或購買電動車 (B)颱風過後葉菜類價格上

漲，民眾增加對根莖類蔬菜需求 (C)我國修法加重酒駕肇事刑責，導致民眾酒駕情況減少 (D)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疫情加劇，政府以社群平臺宣傳防疫步驟  

二、題組題(6 小題，每題 2.5 分，共 15 分  不倒扣) 

◎廣電三法包含《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與《衛星廣播電視法》，在 2015 年底未能通過修法時，國民

黨立院黨團表示民進黨沒有在「協商結論」上簽字，而使得修法草案無法順利進行討論表決，但民進黨表示是因為

由台聯黨團提案進入討論事項，卻遭國民黨反對而擱置，民進黨建議朝野不要互踢皮球，拿出誠意儘速修法通過。

事後於 2015 年 12 月 18 日完成三讀，並於 2016 年元月修正公布，其後也持續修法中，以符合目前的廣電實際狀

況。請回答下列問題： 



4 

 

81. （  ）上文中提及「黨團協商」，有關「黨團」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同一政黨立法委員當選  席次達到  

3 席才能成立 (B)席次較多  的  5 個政黨可以各自組成黨團 (C) 不在席次前  5 名的小政黨與無黨籍  

之立法委員，不能加入其他黨團 (D)黨團數小於  5 個  時，4 人以上亦可組政團   

82. （  ）對上述修正之法案，在立法院的法律修正程序中，下列哪一項的描述才是正確的？ (A)法案只能由中央

政府提案 (B)第二讀會中只能修正文字 (C)修正之法案案只須二讀就能通過 (D)必須要三讀才能通過

修正  

◎網上瘋傳一張加油站公告，指出有 2 位車主被加油站列為黑名單，原因是他們不斷多臺「小額加油」，一次只加 2

元、3 元，導致油槍鎖槍，一臺被鎖又換一臺，導致整個「自助加油區」因此癱瘓，讓加油員必須不停重設電腦，最

後只好把 2 部車的車主列為黑名單，並貼出公告，嚴禁他們再犯，否則恐觸法。  

根據報導，其實站方早在更早之前，就已在加油站的油槍上，列出「嚴禁加油 10 元以下」公告。加油站站長說：

「機器是透過馬達，去把油抽出來，頻繁動作的話會造成機器過熱，最後造成鎖槍。」有人不把公告當一回事，疑

似利用加油來賺發票。  

83. （  ）上述車主的行為恐觸法的意思為下列何者？ (A)為賺發票而影響他人，已涉及權利濫用 (B)以小額加

油賺取發票，不符合比例原則 (C)造成自助加油區癱瘓，不符法治國精神 (D)多次小額加油賺發票，已

涉及違法詐欺  

84. （  ）上述車主行為可能違反的原則或精神，與何者所為最相近？ (A)珍珠奶茶店明明使用機器做的黑糖，但

對外宣稱使用手炒黑糖 (B)拾荒者將大量回收物堆置在自己住家的騎樓，使行人無法通行 (C)內政部在

立法院沒有授權的情況下，訂定限制役男出境的辦法 (D)法官適用法律審理案件時，忽視立法目的並隨

意採取其他解釋  

◎托育準公共化政策上路後，其一目標是在五年內讓送托率達到 20％，以鼓勵女性投入職場，避免因育兒中斷工

作，或基於需自己照顧而不敢生小孩。民眾可依據不同的照顧選擇，領取不同的補助，若自行照顧或送托合格保

母、私托可領 2,500 元育兒津貼，送公托可領 3,000 元托育補助，送托準公共化保母、托嬰中心，則可領取 6,000 元

托育補助，如附表所示。  

照顧者  
自行照顧、合格

保母、私托  

公立托兒所（公

托）  

準公共化保

母、  

托嬰中心  

補貼金

額  
2,500 元  3,000 元  6,000 元  

而後，總統為了要減輕大家的負擔，讓年輕人敢生，阿公阿嬤有孫子可以抱，打算四年內將照顧孩子的範圍擴大，

育兒津貼從 2,500 元加倍成 5,000 元，年齡則從 0 到 4 歲擴大至 0 到 6 歲。然而，有些家長仍會擔心托嬰中心因為嬰

兒人數較多，感染風險相對較高的問題。 

 

85. （  ）請根據上述報導，判斷政府給予民眾的誘因是屬於下列哪一種誘因？ (A)處罰誘因 (B)金錢誘因 (C) 

        非金錢誘因 (D)不存在誘因  

86. (     ) 若該項政策當初設計的目的是為了讓婦女可以投入工作，避免因帶孩子而中斷工作，以及鼓勵生育，則

新的補助方式（送合格保母的育兒津貼增為 5,000 元），可能會產生下列何者影響？ (A)當民眾都選擇

送保母或自行育兒時，政府較容易管理托育品質 (B)托嬰中心將會增加開設 (C)政策的誘因對民眾不會

有影響，因為沒有吸引力 (D)政府政策改變後，價格誘因將降低，民眾可能選擇不送托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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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合題(3 小題，1、2 題各 2 分，第 3 題 6 分  共 10 分  不倒扣)             本張試卷請收回給監考老師  

某國因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衝擊市場，百業蕭條，許多民眾生活陷入困頓，評估要施行振興經濟的兩種方案，一是

直接發放現金；二是印刷具有時效性的振興券，發放給民眾。該國的大臣研究他國實施的相關政策資料如下表

一，各部會進行成本效益評估得出資料為表二。請依據下列訊息回答問題。  

 

1.各國因應疫情的政策多元，多管齊下，希望能改善疫情對民眾生活的衝擊，大臣根據表一，發現美國與日本發  

放現金的政策，有下列何種現象？ (A)美國的借貸比率比日本高，所以民眾把現金拿去償還利息 (B)美國  

發放 1,000 美元的效果比日本的政策效益高上 10 倍 (C)由於現金未限期花費，民眾將其儲蓄，而無全部作為  

消費使用 (D)日本的儲蓄率持續上升，代表日本較美國更有儲蓄概念  

2.成本和效益有些是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有些則是可以用錢或能明確衡量的有形效益或成本，請判斷下列所評估  

的項目屬於何種類型的效益或成本？ (A)民眾的消費行為促進市場經濟活絡為間接效益 (B)印刷振興券的費  

用屬於直接成本 (C)民眾至各地郵局或超商排隊的時間是有形成本 (D)領到現金非常喜悅的心情是有形效益  

3.該國大臣評估成本效益分析表二之後，若他非常重視效率，應該會執行哪一政策？ (2 分)原因為何(請清楚說明)？  

 (4 分)   

※請將正確答案直接填答於下列表格中  

1. 
 A B C D 
     

2. 
 A B C D 
     

3. 

請勾選該國大臣會選擇哪項方案  請說明原因  

    發放現金  

      

    發放振興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