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九年級第二次段考公民科段考試題 
本試卷 1-10 題 2 分/題，11-42 題 2.5 分/題，共 100 分。 

一、配合題:請依(一)題目敘述，選出(二)的合適選項的作答。 

(一) 題目:  

1.行使公民投票權利的法定年齡?   

2.公民投票結果若不通過，多久時間內不得再提出同一議題? 

3.企業展現照顧消費者、員工、環境權益的表現。 

4.基因科技有可能造成哪一情況漸漸消失? 

5.閱聽人應懂得合理的評斷媒體，不要一昧相信媒體。 

6.閱聽人能公平合理地使用媒體表達意見、要求更正報導。 

7.具國籍、滿一定年齡、住滿一定期限，無消極條件即可投票。 

8.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9.民法規定，女性可以結婚的年齡? 

10.若想參選總統，必須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居住滿多久時間? 

(二)選項: (A)18 歲  (B)16 歲  (C)四個月  (D)2 年  (E)六個月 

    (AB)普通原則 (AC)平等原則   (AD)媒體接近使用權 

    (AE)媒體素養 (BC)生物多樣性 (BD)社會責任 

二、選擇題 

11.基於家庭倫理及優生學的考量，我國《民法》規定具有近親關 

係的血親及姻親間不得結婚。根據上述內容判斷，下列哪一選

項中「」組合若登記結婚，其婚姻最可能是無效的？  

  (A)「玄彬」與弟弟的養女「小蜜姝」結婚  

  (B) 韌睿的舅舅「軒囿」與姑姑「子瑜」結婚 

  (C) 梓瑞的伯父「焜虹伯」與媽媽的妹妹「和欣阿姨」結婚  

  (D)「敏駿」與繼母前一段婚姻生的女兒「郝云」結婚。 

12.最具有正義感的主席玲惠正在主持會議，附圖中甲、乙、丙、 

  丁哪兩位夥伴的發言符合《會議規範》的規定？ 

(A)甲、丁  (B)乙、丙 (C)甲、丙  (D)乙、丁。 

 
13.聰穎睿智的淑溫為家族旅行規畫房間分配情況。若淑溫的 

  房間兩旁，分別住了自己的姻親與旁系血親，根據下圖中   

  內容判斷，她最可能是住在哪一個房間？ 

(A) 甲(B)乙(C)丙(D)丁。  

 

14.大野狼常在上課打瞌睡，老師在課後關切 

  他的學習狀況，他才說出因姐姐小紅帽常 

  在喝酒後，將熟睡的他叫醒並訓話一整夜，讓他精神上飽受煎 

  熬。依我國法律規定，老師可採取下列何種作法來幫助大野狼？  

  (A)建議大野狼向地方法院聲請保護令  

  (B)輔導大野狼向法院聲請受監護宣告 

  (C)請少年法院對大野狼施以保護處分  

  (D)替大野狼向地方法院提出刑事告訴。 

15.手機的發明為人類帶來便利，但是為了交通安全，政府立 

  法禁止開車時以手持的方式使用手機；為了維護考場的秩 

  序，國中會考也禁止考生隨身攜帶手機參加考試。下列何 

  者最能說明上述現象？  

  (A) 器物改變影響制度變革 (B)制度變革影響文化傳承  

  (C) 文化傳承影響價值觀念 (D)價值觀念影響器物改變。 

16.關心時事且熱心服務的建華，是住在新北市烏來區的山地原 

  住民，他對未來的規畫如附表所示。若僅從年齡資格判斷， 

  年僅 28 的建華，他尚未具備表中何項規畫所須的條件？ 

 

 

 

 

 

 

 

 

17.有為青年明志上班途中會路過泰元的競選總部，看到「27 歲新 

  人，開創地方行政新氣象」的標語；下班回家，又會經過另一 

  位深耕地方的候選人彥廷的競選總部，懸掛著「評鑑第一名的 

   民意代表，懇請支持連任」的布條。附圖是明志家周邊環境示 

  意圖，根據圖中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最可能是有為青年明志 

  上班、下班的路線？ 

   (A)       (B)         

   
   (C)        (D) 

   
18.甲、乙、丙三人的居住地資料如附表，近日三人分別向當地選 

  出的民意代表陳情，希望他們能反映民情。根據表中資料判斷 

，此三人所陳情的對象，最可能分別為下列何者？ 

(A)甲：市民代表，乙：市議員，丙：立法委員 

(B)甲：市議員，乙：立法委員，丙：市民代表 

(C)甲：立法委員，乙：市民代表，丙：市議員 

(D)甲：市議員，乙：市民代表，丙：立法委員。 

19.政府透過許多管道推動社會福利相關政策，例如：以公益彩券 

  回饋金，協助經濟弱勢民眾繳納部分健保相關費用；放寬低收 

  入戶審查門檻，協助經濟弱勢家庭獲得社會救助等。上述政府 

  的二項作法，最主要是為了達成下列何項目的？ 

  (A)確保民眾財產權利      (B)縮短城鄉發展差距 

  (C)推廣志工服務活動    (D)保障人民生存權利。 

20.下列是行政院院長阜雄與某部部長近洋的對話： 

  阜雄院長：「這次立法院剛通過的甲法案，我們在政策執行上   

  是否有困難？」近洋部長：「經過內部評估，這個法案實在是 

  窒礙難行，請院長考慮對立法院提出……。」 

  根據上述對話內容判斷，部長應是提出下列何項建議？   

   (A)決算案  (B)不信任案  (C)覆議案 (D)倒閣案。 

21.鈞小育：「當監察委員通過彈劾案件後，會交由我們審理， 

   否則即使公務員涉及違法情事，我們也不能主動對當事人 

   的行為進行審議。」根據鈞小育的說法判斷，他應是任職 

   於下列哪一個機關？ 

   (A)審計部(B)法務部(C)行政法院 (D)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22.附表為靜宣萬能國的友邦在最近一次國會選舉的席次資料。若  

   此四國的政黨制度型態相當穩定，且各國前三大黨在每次國會 

   改選後獲得的席次總和，占總席次的比例皆超過 95% ，根據 

   表中資料判斷，下列何者的政黨制度型態最像多黨制？ 

   
    

 

 

 

 

23.歷史上曾出 現多次造成人民重大傷亡的天災各朝代的皇帝多   

  利用祭天祈禱、廣開糧倉等方式，希望能藉此消解天災所帶來 

  的災難。若上述事件發生在我國，下列哪位同學的說法是政府 

  依法所能採取的應變方式？  

   (A)文玉:由法院核發保護令，避免災民陷入緊急危難  

   (B)遠韃:由總統發布緊急命令，以加快動員救災進度  

   (C)力濱:由行政院訂定行政命令，限制民眾人身自由  

   (D)彥祥:由財政首長直接調高稅率，以籌措重建經費。 

24.賢能的明憲當選鎮長後發現鎮公所的財源嚴重不足，恐影響運     

作，於是設法

開 

拓財源，附表

是幕僚們建議

的開源措施， 

規畫 規畫內容 

(A)方案一 參選里長，爭取為民服務的機會 

(B)方案二 把握投票的機會，積極參與政黨活動 

(C)方案三 希望在政黨支持下，參選直轄市市長 

(D)方案四 憑藉累積良好人脈與聲望，參選區長 

居民 居住地 

甲 基隆市 

乙 新北市 

丙 宜蘭縣宜蘭市 

國家 國會席次資料 

(A)渡邊美食國 第二大黨獲得 20%的席次 

(B)世琪好棒國 第二大黨獲得 47%的席次 

(C)柏如巧手國 第三大黨獲得 31%的席次 

(D)宛瑜萬歲國 第三大黨獲得 2%的席次 

項目 開源措施 

(A)黛寧 向議會提案立法開徵地方稅 

(B)琬軒 向中央政府爭取統籌分配款項 

(C)思筠 推出城市形象廣告，吸引觀光客 

(D)宇潔 增設漁產觀光市場，向使用者收費 



其中何者是藉由公共造產方式達成目的？ 

25.下列是三位行政首長的發言內容： 

縣長宜真：「感謝縣議會的支持，本縣領先全國引進熱氣 

球活動，創造商機。」 

鄉長凱軒：「因應颱風來襲，為維護鄉民財產安全，本鄉 

今晚開放鄉內紅線停車。」 

市長溥宥：「未來是否在本市設置觀光賭場，我們將交由 

市民以公投方式決定。」 

上述三位首長的發言內容，最足以彰顯下列何項概念？ 

(A)中央集權 (B)責任政治 (C)三權分立 (D)地方自治。 

26.18 歲年輕又多金的耀庭買了新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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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的彥金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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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彥金遭受了監護宣告   (B)耀庭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 

   (C)彥金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D)耀庭的婚姻狀況為已婚。 

27. 白雪公主駕著南瓜跑車不慎撞到路上的騎士白馬王子，白 

   馬王子住到虎姑婆醫院數日後傷重不治，白雪公主因此遭 

   檢察官小矮人提起公訴，再加上高額賠償金的問題，為此 

   白雪公主向律師睡美人尋求法律諮詢。針對這次車禍衍生 

   的民、刑事訴訟，睡美人最不可能提供下列哪一項建議？  

   (A)醫療所需費用可與被害者家屬進行和解   

   (B)車輛維修費用可與被害者家屬進行調解   

   (C)此刑事訴訟程序可因在法庭上和解而終止   

   (D)此民事訴訟案件可向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 

28. 陳甄認為自己所屬選區內的民意代表宇臣，違背了競選時 

   所提出的政見，於是發動連署提案罷免該位民意代表。上 

   述陳甄行使的人民基本權利類型與下列何者最類似？   

   (A)對於政府行政處分提出訴願 

   (B)參加國家考試擔任公務人員   

   (C)依照個人需求遷移居住地點   

   (D)接受國民義務教育完成學業。 

29. 六歲的尤敏進將迎方媽媽珍藏的黃金便當盒送給同校的 

   同學小仙女，根據《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敏進僅有限制行為能力  (B)行為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C)敏進不具有責任能力    (D)敏進的贈送行為不算數。 

30. 聰明伶俐的郁晴在書上看到某個程序的流程圖，但其中的 

   部分內容卻遭到汙漬遮蔽，如附圖所示。根據圖中內容判 

   斷，此圖應不是下列何者的法定程序？ 

 (A)領土變更案      (B)憲法修正案 

 (C)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D)總統、副總統罷免案。 

31. 天下第一名廚聖茹為尋得最好的漁穫 

   ，在颱風季節進入商港範圍內釣魚，她的行為已違反相關 

   法規，將可能被處以罰鍰，警方提醒民眾千萬不要因疏忽 

   而觸法。聖茹若被開罰而不服，依法她應先採下列何種方 

   式進行權利救濟？ 

   (A)向警察機關提出請願     (B)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C)向訴願管轄機關提出訴願 (D)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32. 律他甚嚴的司法院大法官儀榕卸任後整理了自己在任內 

   的日記，其內容記錄自己在這份工作中的重要經歷。下列 

   哪一段敘述內容，最可能出現在她的日記中？  

   (A)為了能夠繼續服務鄉親，我決定再競選連任 

   (B)我們經過討論後，決議對相關部會提出糾正案 

   (C)經院長提請總統任命後，我成為執政團隊一員 

   (D)我們有權對違憲的政黨做出命其解散的決定。 

33.謹慎細心的婉萍蒐集了許多社會紛爭事件  的資料，將其分類

後，結果如附表所示。 

  根據表中資訊判斷，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檢察官應主動進行偵查的件數共 40 件 

(B)可經由和解方式直接解決的件數共 35 件 

(C)當事人可聲請調解的件數共 75 件 

(D)應由普通法院進行訴訟審理的共 65 件。 

34. 附圖是關於我國《憲法》中人民基本權利的分類，詠齊聽 

   完老師的講解後，在課本上加了甲、乙、丙、丁四個註解， 

   下列何者最適合作為「丁」註解的內容？ 

   (A)參與政黨組織 

   (B)提供民眾職業訓練管道 

   (C)參加公民投票 

   (D)禁止因性別差異而同工不同酬。 

35. 年輕帥氣的語權擁有許多超跑卻常 

   併排停車，造成交通阻塞，影響行車安全，因此急公好義 

   的立委子誼提案修改《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調高違 

   規併排停車的罰款，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遏止違規行為。 

   根據上述內容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違反文中的法律規定將負起民事責任   

   (B)立委提案修法將會增加政府公營事業收入   

   (C)罰款金額的提高有助於維持經濟秩序   

   (D)調高罰款的目的是降低不良的外部效果。 

36.苦呱悶悶不樂地說：「我父親上禮拜過世了，他留下一大 

   筆債務，不知怎麼辦？」好友愛笑告訴他：「別擔心，根 

   據現在《民法》規定，……，所以你就不用煩惱了。」 

   根據上述對話判斷，何者最可能是愛笑所指的法律規定？     

   (A)借貸契約違反善良風俗而失效  

   (B)遺產繼承原則上採取限定繼承 

   (C)遺產繼承者無償還債務的義務  

   (D)債權人禁止向繼承者請求償債。 

37.擅長實驗的嵩慶與小育想用陶土捏製碗盤，附表為他們所 

   能做出的數量若嵩慶在製作陶碗上具有絕對利益，但依比   

   較利益法則，他卻負責生產盤子。 

   根據上述內容判斷，附表中的甲、 

   乙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甲：7，乙：5 (B)甲：7，乙：2  

   (C)甲：5，乙：5 (D)甲：5，乙：2。 

38.震東和卡倫一起編製童軍繩和籃球框，依比較利益法則進行分 

  工，卡倫被分配去製作童軍繩，附表是他們每小時所能製作 

  數量的部分數據。根據上述內容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卡倫製作籃球框上具有絕對利益 

  (B)卡倫在製作童軍繩上具有絕對利益  

  (C)震東製作童軍繩的機會成本比較低  

  (D)震東在製作籃球框上具有絕對利益。 

 

39.附圖是依某店家招牌商品的市場供需狀況所繪製的圖形， 

  廠商會依此表中的價格提供對應的供貨量(成本:10 元/個)，依 

  圖中訊息判斷，此項招牌商品在下列四種定價時，何者為店家 

  帶來的銷貨收入最低？   

  (A) 20 (B) 40 (C) 60 (D) 110。 

40.呈上題，此項招牌商品在下列四種定 

  價時，何者為店家帶來的利潤最高？ 

  (A) 20 (B) 40 (C) 60 (D) 110。 

 

41.右圖是政府為了得知通緝犯的行蹤所發出的告示海報。根據兩

幅畫的變化判斷該政府運用了何種經濟學理論來達成目的？ 

(A)需求法則 

(B)供給法則 

(C)機會成本 

(D)受益原則。   

 

42.右表是我國兩家企業近期事業的經營狀況。假若歐元與泰銖兌  

換新台幣的基礎匯率為 1:33 及 1:0.98，不考慮其他因素下，下列

何者最可能是的近期的匯率走勢?  

(A)歐元匯率 1:34 ;泰銖匯率 1:0.95 

(B)歐元匯率 1:34 ;泰銖匯率 1:0.99 

(C)歐元匯率 1:32 ;泰銖匯率 1:0.95 

(D)歐元匯率 1:32 ;泰銖匯率 1:0.99 

 

事件類別 件數 

民事事件 35 

告訴乃論 

刑事案件 
40 

非告訴乃論 

刑事案件 
25 

 陶碗 盤子 

嵩慶 6 乙 

小育 甲 3 

單位：個/小時 

蔡氏 

企業 

以外銷商品至歐洲為

主，出口量因匯率變動

大幅增加了好幾成… 

王氏 

企業 

主要經營泰國商品的

進口，這陣子的業績因

為匯率影響非常差… 

https://3.bp.blogspot.com/-VZJoAovCwhM/WBmX-rRMaDI/AAAAAAAJkAE/k6LubtOCom8/s0/phpI1ufz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