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繳交日：   ∕   ∕

總　評：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１章

第１回　公民與公民德性

一第 關 1-1 什麼是公民？（每題 16分，共 48分）

　　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

全球民主國家中，僅剩少數國家投票年齡仍維持在20歲以上。我國憲法明定，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現行規定已超過70年未修改，與
現今多數民主國家年滿18歲即可行使投票權的趨勢不符。為擴大參政權基礎，促進
青年參政，立法委員提出修憲。臺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指出，我國已多次透過選

舉選任總統、縣市長等，已具備成熟民主制度，且教育普及、科技發達，社會型態

有別過往，國民民主素養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對於公民選舉的年齡限制，實應下修

以符社會狀況。

（資料來源：改寫自關鍵評論，立法院一讀通過國民黨「18歲投票，20歲被選舉」修憲案，各政黨也有各自版

本，2020/03/27）

（　 ）1 依據上文敘述，有關我國選舉權的年齡議題，下列何者正確？

　　　　  A依據我國憲法規定，凡是中華民國國民都有選舉權

B為與多數民主國家接軌，我國投票年齡應維持在20歲

C為擴大參政權基礎，促進青年參政，投票年齡應愈大愈好

D我國國民素養提升，為符合社會現狀，投票年齡應下修至18歲

2  一般國民符合公民的法定資格，即具有參政權。下列何者屬於參政權範圍？

　（複選）

　  A可以去銀行開戶　　  B可以投票選總統　

　  C可以考汽機車駕照　  D可以投公民投票　

3 對於選舉權的年齡下修到18歲，你的看法如何？請簡單寫出一個贊成或反對的理

由。

　  贊成，理由：　　　　　　　　　　  　　　　　　　　　　　　　　　　　　　

　  反對，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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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1-2 現代公民必須具備的基本德性（每題 10分，共 60分）二第 關 1-2 現代公民應具備的基本德性（每題 13分，共 52分）

　　投票是表達意見與參與公共事務中最基本的責任，雖然我們離 18 歲還有一段時

間，但要準備好哪些能力和態度，才能真正做到公民應盡的義務和享受權利呢？利用

以下幾個問題來檢核現代公民必須具備的基本德性，你做到了哪些？

1投票之前，可以從哪些管道了解公民投票案的內容呢？（複選）　

　  A看新聞　　　

　  B看網路資訊

　  C看選舉公報　

　  D聽家人朋友的意見

　  E其他：　　　　　　　　

2 右圖是2021年公民投票第17 案的內容，請判讀公投題目

的意思。如果投同意，你支持的立場應該是何者？

　  A贊成核四啟封商轉發電

　  B反對核四啟封商轉發電

（　 ）3 一位公民能判讀公投題目，應與下列哪個基本公民德性最相關？

A參與公共事務　B理性思考批判　

C和平尊重包容　D捍衛公平正義

（　 ）4 如果公投日當天大排長龍，仍願意去投票的行為，應與下列哪個基本公民德

性最相關？　

A參與公共事務　B理性思考批判　

C和平尊重包容　D捍衛公平正義

同　意 不同意

17
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

商轉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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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現代公民必須具備的基本德性（每題 10分，共 60分）1-2 現代公民應具備的基本德性（每題 13分，共 52分）

一第 關 2-1 人性尊嚴與歧視（每題 10分，共 30分）

繳交日：   ∕   ∕

總　評：

　　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

金斯伯格是美國最高法院的女性大法官，她勇於對抗最高法院中以男性為首的

保守力量，以及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其不畏強權的個性和風格，深受年輕人的歡

迎。

早期美國法律界由男性主導，因此金斯伯格的求學與求職之路並不順利，她在

哈佛法學院入學時，院長直接不客氣問她：「為什麼要來占據男性的名額？」甚至

還拒絕她進入圖書館。雖然她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但找工作時，許多公司認為其女

性身分要兼顧家庭，而拒絕錄用她。

金斯伯格以聰明機智挑戰社會和法庭上的性別歧視與差別待遇，並協助成功打

贏數場男女不平等的職場官司糾紛，不僅推動女性權利，也讓美國的性別平等向前

邁進。

（資料來源：改寫自鏡週刊，爭性別平等被拍成電影 美大法官露絲拜德金斯伯格癌逝享壽87歲，2020/09/19）

（　 ）1上文中提到的「早期美國法律界由男性主導」，容易造成下列何種情況？

A加深種族歧視　B維護人性尊嚴　C限制個人發展　D減少差別待遇

（　 ）2 從上文敘述中，可以看出金斯伯格大法官的求學與求職之路受到哪方面的不

平等對待？

A性騷擾　B性霸凌　C種族歧視　D性別歧視

3 歧視不僅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也傷害到人性尊嚴。請從文章中，找出一例簡

單說明金斯伯格大法官曾經遭受的歧視。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２章

第２回　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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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2-2 人權與人性尊嚴的關聯（每題 10分，共 70分）

　（　 ）1 從上文的敘述來看，文中的□□應填入何種衝突？

A性別　B年齡　C種族　D宗教

　（　 ）2根據上述內容判斷，「白澳政策」的做法是以何種名義來施行？

A歷史傳承　B制定法律　C教育傳授　D醫學治療

　（　 ）3根據上述內容判斷，澳洲政府公開道歉，想要傳達的想法為下列何者？

A為多元族群政策帶來的困擾，感到抱歉　

B為錯誤的教育政策向全體人民表達歉意　

C為早期加諸在原住民的不公義表示歉意　

D對白人移居澳洲後，造成原住民就業的困難，表示歉意

　4 你認為早期澳洲白人為了同化政策，而將原住民孩童送往白人家庭的政策是否有

侵害人性尊嚴？請簡單說明其理由。

　　　　　　　　　　　　  　　　　　　　　　　　　　　　　　　　　　　　　　

　　　　　　　　　　　　  　　　　　　　　　　　　　　　　　　　　　　　　　

1請閱讀下列文章，並回答問題：

澳洲原住民是最早居住於澳洲的族群，但在白人移居澳洲後，以法律的形式推

行「白澳政策」，將10萬名原住民兒童從父母親身邊強行帶走，送往白人的收容機
構和寄養家庭，這種做法讓許多原住民家庭飽嘗骨肉分離的痛苦，被強行帶走的原

住民兒童稱為「被偷走的一代」。

20世紀以來，澳洲原住民一直飽受醫療、就業等不公平對待，直到新政府上臺
後，才以國家名義向原住民道歉。此舉最重要的是，讓澳洲白人能正確認識，他們

祖先曾經加諸原住民的不公不義，唯有誠心的道歉，才有化解澳洲□□衝突的空

間。 （資料來源：改寫自人間福報，「失竊世代」的轉型正義，200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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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老師打算週末要去看一場電影，正考慮看哪部影片時，看到一部影片很吸引

人，以下是這部影片簡介：

　（　 ）1 影片中的辛德勒在目睹屠殺後，轉變為以救人為志業，正說明下列何種理

念？

A不論是哪一種種族，人的生命是平等的

B以性別為區分，各性別的人都應受到尊重

C人的財富可以兌換成生命，財富愈多，壽命愈長

D大屠殺的發生會造成工廠虧損，為了減少虧損必須要救人

　（　 ）2看完影片簡介，若要為這部影片下一個註解，下列何者最為貼切？

A雇主與勞工的相互尊重與權益平衡

B遵循適者生存，才能夠因應時代變遷

C重視人權普遍性的保障，以避免傷害

D政府公權力介入有效，確實保障人權

　3 世界人權宣言強調「人人皆得享受一切權利與自

由」。請根據影片簡介的描述，戰爭時期的猶太人是

否享有人權？請簡單說明你的看法。

　　　　　　　　　　　　  　　　　　　　　　　　　　　　　　　　　　　　　　

　　　　　　　　　　　　  　　　　　　　　　　　　　　　　　　　　　　　　　

在戰爭期間，德國商人辛德勒原本為了省成本，而僱用較廉價的猶太勞工。他

的工廠生產軍用品，因為戰爭而大發橫財，但直到親眼目睹猶太人慘遭大屠殺，而

自己工廠的勞工一夕之間全消失，才驚覺納粹黨濫殺無辜的行為，於是他決定幫助

受苦的猶太人，他的工廠因此成為當時猶太人的避難所。最後他耗盡所有財產，拯

救了約1,100名猶太人。

後記： 電影「辛德勒的名單」貫穿全片中心主旨即是電影經典臺詞「拯救一個人的
性命，就是拯救整個世界」（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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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   ∕   ∕

總　評：

一第 關 3-1 家庭的功能（每題 10分，共 20分）

　　星期天，小瓔的阿姨在醫院生下一名男孩，小瓔和外婆、媽媽去醫院探望阿姨。

　　聽姨丈說，阿姨在生產過程中很辛苦，會在醫院休息三天。由於姨丈在外縣市上

班，工作忙碌，未來阿姨會回娘家坐月子。坐月子是傳統的華人習俗，其目的為了讓

產婦在產後可以得到妥善照顧。當年小瓔的媽媽生產，也是回娘家坐月子。

　　媽媽告訴外婆，從前的產婦坐月子期間不能洗頭，是怕產婦因頭髮溼而著涼，但

是現在時代進步，可以馬上將頭髮吹乾，因此建議阿姨還是要定期洗頭，保持衛生，

阿姨聽了媽媽的意見，點頭稱是。

1 小瓔的阿姨在上述情境中，可能會受到家庭的哪些照顧？請從文章中，試找出一例

簡單說明。

　　　　　　　　　　　  　　　　　　　　　　　　　　　　　　　　　　　　　　

　　　　　　　　　　　　  　　　　　　　　　　　　　　　　　　　　　　　　　

　　　　　　　　　　　　  　　　　　　　　　　　　　　　　　　　　　　　　　

　　　　　　　　　　  　　　　　　　　　　　　　　　　　　　　　　　　　　　

2 以上情境，對小瓔來說，可讓她從哪些細節學習社會化？請從文章中，試找出一例

簡單說明。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３章

第３回　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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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3-2 家庭中的親屬關係（每題 4分，共 48分）

1 小瓔的舅舅（新郎）和舅媽（新娘）結婚時，親友們共乘結婚禮車，每輛車中的成

員和小瓔的關係如下圖。請算算看，各有幾名小瓔的直系血親、旁系血親、姻親。

　註：司機均為新郎的同學，因此沒有親屬關係。若人數為零，亦須填上 0。

2 「月圓，人團圓」小瓔的親屬習慣在中秋節時團圓聚餐，下圖是當天的座位安排。

　1請依據提示，在空格內填上正確的親屬代號。

1直系血親【　　　】人

2旁系血親【　　　】人

3姻　　親【　　　】人

4直系血親【　　　】人

5旁系血親【　　　】人

6姻　　親【　　　】人

禮車5禮車2

（　　　）

1 父親的直系血親

3 與伯母互為妯娌  父親

 小瓔

（　　　）

4 伯父的配偶

 伯父

 祖父

（　　　）

5  小瓔的旁系血親， 
母親的姻親

（　　　）

2 小瓔的旁系血親，

伯父的直系血親

聚餐親屬：A.祖父、B.父親、C.母親、D.祖母、E.伯父、F.伯母、G.堂哥、H.姑姑、I.小瓔

（　　　）

司機 舅媽 舅舅 表妹司機阿姨姨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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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聚餐親屬中，何者與小瓔 沒有血親關係？請在方框內打勾。

　　  A祖父　  B父親　  C母親　  D祖母

　　  E伯父　  F伯母　  G堂哥　  H姑姑

三第 關 3-3 家庭型態與模式的轉變（每題 2分，共 12分）

　　現代家庭生活模式及組成方式呈現出多樣化的面貌，依據下列情境的介紹，判斷

分別屬於哪種家庭生活模式或組成方式？並於空格中填上正確代號。

A.單親家庭、B.隔代教養家庭、C.重組家庭、D.頂客家庭、E.兩地家庭、F.跨國婚姻家庭

爸爸和媽媽在我小時候就離婚了，我跟

爸爸一起住。去年，爸爸再婚，我們家

有了一個新媽媽，新媽媽也有一個小

孩，現在我家共有四個人。

1【　　　】

我和太太都忙於事業，錯過生小孩的時

機，因此我們沒有小孩。

2【　　　】

我爸爸在中國工作，兩個月回來臺灣一

次，我和媽媽每天透過視訊和爸爸聯

絡。

3【　　　】

我爸爸前幾年過世了，媽媽獨力照顧我

和妹妹。

4【　　　】

我兒子將小孩託給我照顧，我和孫子兩

人住在鄉下。

5【　　　】

我從印尼嫁來臺灣，目前和先生在臺北

經營一家印尼餐廳，育有兩名子女。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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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關 整合題（每題 10分，共 20分）

根據行政院  內政部公布最新的資料顯示，全臺的家戶人口數持續下探，
從 1990 年的4 人，到 2010 年跌破 3 人來到 2.92 人，至 2017 年剩 2.73 人，連續 27 年下
滑。根據統計，2017 年國內 2 人以下的家庭人口戶數已占全國總戶 42.3 %，而 3 人以
下的家庭人口戶數更占全國總戶數的 70 %。隨著每戶家庭人口數的減少，加上現代
人工作繁忙，下廚不易，也進而帶動外食產業的成長。

　　請閱讀以下內容，並回答問題：

1試分析我國家戶人口數逐年下滑的原因，你認為應該與哪些因素有關？（複選）

　  A高齡化　  B少子化現象　  C不婚、晚婚比例提高　  D離鄉工作

2 想一想，在文中提到的發展趨勢下，我國社會比較有可能出現何種發展或變遷？

　　　　　　　　　　　　  　　　　　　　　　　　　　　　　　　　　　　　　　

　　　　　　　　　　  　　　　　　　　　　　　　　　　　　　　　　　　　　　

註：家戶人口是行政區總人數除以總戶數所得的數字

 （資料來源：民國106年村里鄰戶數及人口數，內政部 戶政司）

2.0

2.5

3.0

3.5

4.0

1990 2000 2010 2015 2016 2017

人

年

歷年全臺家戶人數
4

3.33
2.92

2.77 2.75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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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   ∕   ∕

總　評：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４章

第４回　平權家庭

一第 關 4-1 家務勞動的分擔看性別平權（一題 10分，共 10分）

　　許多全職媽媽每天忙著照顧小孩、煮飯燒菜、整理家務，但幾乎都沒領酬勞。假

如這些勞務能支薪，你有想過可能值多少錢嗎？美國保險網站Insure.com分析，美國

的全職媽媽全年家務勞動工作，若依據行業薪資數據，應該可達6.9萬美元（約新臺幣

204.9萬元）。

上述議題凸顯出哪些事實？請在合理的答案上打勾。（複選）

 A家務勞動應該是有價值的

 B全職媽媽在家庭上貢獻頗多

 C全職媽媽在家裡的休閒時間很多

 D全職媽媽因沒有外出工作，因此不應有經濟自主權

（資料來源：改寫自經濟日報，2018/05/13）

媽媽們每年各項收入金額

廚師（準備三餐） 7,935 社交服務專員（規畫暑期活動） 9,492

私人司機（載送子女） 5,300 理髮師（剪頭髮） 339

教師／家教（課業輔導） 8,200 個人助理（跑腿購物） 1,868

兒童照護員（照顧子女） 24,648 會計員（家庭財務管理） 693

職業護士（傷口護理） 488 場地維護工（整理庭院） 683

女僕兼家管（打掃） 5,707 室內設計師（居家布置） 857

會議規畫員（籌備派對） 1,702 私家偵探（調查子女在做什麼） 963

總計　　　68,875

單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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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4-2 親子間的權利與義務（每格 6分，共 30分）

　　下表是民法 親屬編修正前與修正後的比較表，請依據平權家庭的概念，思考法律

修正的理由最可能是基於什麼？請將代號填寫在表格當中。

※參考修正理由：

項目
有關民法 親屬編修正

修正理由
修正前的規定 修正後的規定

住所 以夫之住所為主 由夫妻雙方協議

生活費 由夫負責 各依其經濟能力共同分擔

子女姓氏 子女從父姓 由父母雙方協議之

未成年子女親權 由父行使之 由父母共同行使負擔

當父母對教養子女之間意見不一致時，以子女的最佳利益作為考量

對於未成年子女重大事項權利之行使意見不一致時，以子女的最佳利益作為考量

考量兒童人權B基於性別平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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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

新北市一名父親因為兒子買肉圓少加辣椒，酒後家暴妻子和兒子，引發大眾關

注。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近幾年家庭暴力通報數每年約 13 萬件。這些通報的家暴
案中，超過一半是婚姻、離婚或同居關係暴力，比例超過 50 %。但自 2016 年起，其
他成員施暴比例則多過配偶，以 2018 年為例，家庭其他成員施暴有 3 萬 7138 件，直
系血親施暴約占 40 %為最多，另配偶施暴有 3 萬 1879 件。
衛福部人員認為，近年家暴數增加，一方面是政府努力宣導，讓大眾知道家

暴可以求助；另一面修法增加責任通報人員，例如：納入移民業務人員、村里幹

事等，讓更多人可以介入。此外，呼籲民眾應多關心身邊的人，看到類似家暴事

件，就「雞婆」一些幫忙通報。若有家人介入處理，也能及早制止悲劇發生。他還

指出，很多家暴案都有感情依附關係，受害人離不開加害人，或是想檢舉卻遭其他

家屬指責。受害人隱忍不是維持關係的好方法，應該要向外界求助，各地政府都有

社工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簡稱家防中心）可以幫忙。若緊急情況，可

打 110 報警，或打 113 通報，也能求助家防中心。
有些團體呼籲衛福部修法，加重處罰家暴者。衛福部人員回應，目前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已經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少犯罪，可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資料來源：改寫自蘋果日報，記者蔡永彬，2019/01/14）

三第 關 4-3 公權力如何協助家庭發揮職能？（每題 15分，共 60分）

1 上文中衛福部人員提到，部分人員對於家庭暴力事件有責任依法通報，其所依據的

法律應是何者？　

　　　　　　　　　　  　　　　　　　　　　　　　　　　　　　　　　　　　　　

2 依據數據統計，自 2016 年起，其他家庭成員施暴比例多過配偶。想一想，會造成這

樣的結果，其原因可能是什麼？試舉出一種。

　　　　　　　　　  　　　　　　　　　　　　　　　　　　　　　　　　　　　　

3若遭遇家庭暴力問題，上文中所提到的因應方式：

　1請寫出其中你認為最有幫助的一種。　　　　　　　　　  　　　　　　　　　　

　2為什麼選擇此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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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權力如何協助家庭發揮職能？（每題 15分，共 60分）
繳交日：   ∕   ∕

總　評：

一第 關 2-1 權利與權力（每題 10分，共 20分）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５章

第５回　學生權利與校園生活

一第 關 5-1 校園中的權利與維護（每題 8分，共 40分）

1 人權是不能缺少的生存條件，透過閱讀不同的童書繪本，除能了解自己擁有的權

利，也能學會尊重他人。請依據下列書籍的簡介，填入相應的兒童權利。

1 馬拉拉自小熱愛讀書，縱使面對不允許女孩上學等不公義的制度，她仍勇敢爭
取，就算受到暴力對待、受到傷害，仍繼續冒著生命危險，爭取平等的受教育

權。

2 艾德的媽媽在亨利爵士的城堡擔任清潔員。當媽媽在工作時，爵士會和艾德玩搔

癢遊戲。遊戲時，時常碰觸艾德的私密部位，雖然艾德要求住手，但他並沒有停

下來，反而警告他，絕對不可以跟任何人說，否則將解僱媽媽。面對爵士的警

告，艾德思考該不該向別人說出這件事。

3 傑米、泰瑞和西德尼三人是好朋友，每年夏天，三人都會一同參加營隊。今年，

新朋友泰勒和他們分在同一間房間。傑米為了湊齊營隊的報名費，去賣糖果和雜

誌，泰勒卻跟大家說：「傑米很窮，必須靠賣糖果和雜誌賺錢。」大家聽了全都

哈哈大笑。傑米紅著臉，感到相當難為情，泰勒卻回答：「我是開玩笑的啦！」

對此，傑米思考該如何讓泰勒知道帶有惡意的玩笑，會讓人感到不舒服。

學習權A 身體自主權B 人格發展權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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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根據上文，不論是「友善兒童村」或兒童修院基金會，他們做的努力，是希望孩

子們能享有兒童權利公約中的哪些基本人權？（複選）

　　  A基本的生存權利　　　

　　  B表達意見的權利　

　　  C接受基本教育的權利

　　  D不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　

　2  根據上文，沙提雅提和米旭瑞都強調必須讓孩童接受教育。你認為對印度的孩童

會有什麼影響？

　　　　　　　　　　  　　　　　　　　　　　　　　　　　　　　　　　　　　　

　　　　　　　　　　  　　　　　　　　　　　　　　　　　　　　　　　　　　　

　　　　　　　　　　  　　　　　　　　　　　　　　　　　　　　　　　　　　　

　　　　　　　　　　  　　　　　　　　　　　　　　　　　　　　　　　　　　　

2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

印度的童工現象，剝奪許多兒童的未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沙提雅提在2001年
成立兒童基金會，推動「友善兒童村」運動，讓孩子受教育，學習領導能力，同時

改變父母的傳統觀念，阻止童工與童婚現象，翻轉兒童的未來。

印度政府法令明定禁止童工，但許多工廠仍僱用童工，這些孩子每天工作超過

12小時。兒童修院基金會主任米旭瑞說：「我們救出許多童工，他們在不良環境裡
工作，很久沒看到陽光，也不能洗澡，身上有皮膚病。我們將他們送到穆克提修

院，評估孩子們的狀況，給他們換洗乾淨衣服，提供非正規教育與輔導。」

「這些孩子多半沒有上過學，不認識自己，也不認識這個世界。」米旭瑞表

示，為確保孩子們不會再被送去工作，每個案件都有後續追蹤。兒童修院基金會還

建立一個制度，要求童工的老闆依正常工資計算，把積欠的薪資匯入孩子的銀行帳

戶，做為教育基金。8年前，一位住偏遠地區的孩子獲救後，決定留在穆克提修院幫
忙，即將準備上大學。他熱心向訪客介紹修院，並對自己未來充滿信心。

（資料來源：改寫自中國時報，友善兒童村，終結童工翻轉未來，201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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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學校教育比較要求學生的義務與責任，隨著社會變遷，逐漸轉變為重視

學生的權利。但是講求權利，並不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而是建立在

「同理心」與「平等」之上。若要真正落實校園民主，應該讓校規不再是單向的規

範，而是能雙向共同建立校園的文化。例如：關於學生服裝儀容的規定，除了以健

康與安全為優先考量外，也必須尊重學生的個別需求，以及彈性的處理。在學校訂

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21點第4款提到：「有關學生服裝儀容之規
定，應以舉辦校內公聽會、說明會或進行全校性問卷調查等方式，廣納學生及家長

意見，循民主參與程序訂定，以創造開明、信任之校園文化。」

重視學生的權利，是養成其自尊尊人的態度，絕非是縱容學生或使其不尊重他

人的權利。權利隱含著相互的尊重，人我分際的釐清，必須在互動的過程中形成。

所以，學習相互地「講理」與「尊重」，才能真正落實教育的目的。

二第 關 5-2 如何參與校園公共事務？（每題 10分，共 60分）

　1根據上文所述，若要替這段內容設立標題，下列哪個標題最為貼切？

　　  A如何讓校規走出校園

　　  B尊重權利的學校規範

　　  C傳統倫理道德的式微

　　  D學生權利的全面擴大

　2 重視自己與別人的權利，不僅是落實校園民主，也可以營造友善校園的氛圍。若

要設計一份關於友善校園的指標，下列各項哪些符合上述文章的理念？（複選）

　　  A校規是單向的規範

　　  B各種關係都是相互尊重的 

　　  C人與人之間能以非暴力的形式達到溝通

　　  D各種活動是以教育為目標，而非管理與控制

　　  E服裝儀容的規定應該尊重學生個別需求，彈性調整

　　  F學生的本分在於學習，應將所有心力專注於課業上

1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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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

噹噹噹∼上課鐘聲響起，班會活動開始。七年二班今天要討論的議題是決定班

服製作的圖案。下列是他們利用班會課進行討論的過程：

班長：各位同學坐好，我們準備開班會。首先我們要先選出主席、司儀和紀錄。

主席、司儀和紀錄產生後，班會正式開始，接著進入提案討論的部分。

主席：今天我們討論的議題是決定班服的圖案，請同學踴躍提供意見進行討論。

志賢：主席，我提出臨時動議，剛段考完，我們先討論要去哪裡班遊好了。

（同學們開始鼓譟，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要去哪裡玩。主席見狀後說⋯⋯）

主席：看大家討論如此踴躍，我們就先進行臨時動議吧！

此時，品融舉手提出問題。

品融：主席，依照會議規範，應該先進行提案討論。

品融說完後，主席便依照正確的程序進行處理，之後便回到提案討論。在同學

踴躍的提案與討論後，先後提出了兩個設計圖案，準備進行表決。

　　　【第一案：畫一隻天鵝】　　　　　　　　【第二案：畫勝利手勢 】

表決結果，兩個提案竟然票數相同。 

　1 品融提出的是何種問題？

　　  A權宜問題　　　　  B秩序問題

　2對於品融舉手提出關於會議進行的問題，正確的處理程序應該為下列何者？

　　  A由主席直接裁決　  B附議後再由同學表決　  C由導師裁決

　3根據會議規範，表決的順序應該是？

　　  A由第一案先表決　  B由第二案先表決

　4表決的結果，應該如何處理？

　　  A重新再表決一次　  B由主席決定是否加入表決　  C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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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   ∕   ∕

總　評：

一第 關 6-1 部落的意義與重要性（每題 10分，共 40分）

　　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

（　 ）1 日光小林社區的大武壠族人透過歌舞文化節，所傳達的理念不包含下列何

者？　A凝聚族人的向心力　B塑造族人的身分認同　C傳承族人的傳統文

化　D參與集會保護部落權益

（　 ）2 在高雄 小林村的大武壠族人，雖然經歷嚴重的風災，但部落青年反而更努

力維繫傳統文化。請問：部落青年的作法符合下列何者？　A傳承自我文化 

B重視文化交流　C回歸主流文化　D尊重外來文化

（　 ）3 大武壠族後裔徐銘駿完成種回小林村的記憶一書，其所展現的部落精神為

何？　A彼此照顧的互助精神　B部落與土地的連結　C以部落為單位的分

配概念　D原住民族自治的理念

（　 ）4 小林村舊址因莫拉克風災重度受創，被畫為禁止開發的區域，倖存的族人移

居重生，這顯示原住民族部落與大自然的關係應為下列何者？　A強調物競

天擇　B加強土地開發　C尊重永續發展　D相信人定勝天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６章

第６回　部落與公民參與

莫拉克風災造成當時高雄縣 甲仙鄉 小林村覆滅，但倖存的「小林人」並未沉溺
於傷痛，反而努力復振流逝的文化。部分倖存的族人移居杉林區 日光小林社區，族
人們在復振產業及文化中找回重新生存的價值，也在溯源中發現自己原來是大武壠

族，而非泛稱的平埔族，對自己的根源有更深體認。日光小林社區自獲得高雄市文

化局挹注經費後，開辦「大武壠族歌舞文化節」，作為重現文化溯源成果的舞臺，

許多離鄉遊子也於此時重返故鄉相聚，傳承文化香火。也有一些部落青年返鄉，發

表記載小林獨特工藝的專書用手說的故事，或者像大武壠族後裔徐銘駿一樣，從傳

統植物的田野調查做起，探索先輩的生活智慧，完成種回小林村的記憶一書，並在

「大武壠族歌舞文化節」中發表。 （資料來源：改寫自聯合報，2019/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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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6-2 部落中的公民參與（每題 12分，共 60分）

位於新店溪，以阿美族族人為主要成員的溪洲部落，是新北都會區都市邊緣的

原住民族部落。1981 年族人開始自力造屋建造家園，逐漸形成聚落。1995 年，在地
方政府的輔導下，部分住戶遷入新店區的中正國宅。然而，因部落的生活型態與國

宅空間差異極大，許多居民不願遷村，因此組成自救會，展開反迫遷的抗爭道路。

2007 年，政府開始積極拆遷數個位於新店溪畔的都市原住民族部落，並且認定
部落為違建，自救會激烈抗爭，並成立溪洲阿美文化永續暨社區發展協會。社會各

界聲援協助，歷經10年抗爭，政府的態度從拆遷到緩拆，到願意在部落旁畫設原住
民族生活區。由族人向銀行貸款及自籌、企業捐款與新北市政府補助三方共助下，

終於在 2017 年正式舉行家園新建工程的開工儀式。
新北市政府人員表示，新家園的位置離原本的部落大約 100 公尺，地勢較高，

位於堤頂，以後不會在颱風季節受到淹水的威脅。家屋的型式及結構皆由部落族人

依自己的居住需求及意願設計規畫，並由族人實際一起參與營造工作，親手自力建

造家園。 （資料來源：改寫自民報，記者李秉芳，2017/11/11）

　　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

（　 ）1 文中提到許多居民不願遷村，是因為下列何種原因？

A遷村的補償金額太少

B遷村會使原住民族失去自治權

C遷村會改變部落原有的生活模式

D反對遷村是為了反對當時的執政黨

（　 ）2 下列何者是族人願意搬遷到新家園，且能傳承溪洲部落傳統文化的作法？

A阿美族族人集中遷入國宅中

B部落旁畫設原住民族生活區

C接受各方補助興建家園工程

D組成自救會展開反迫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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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溪洲部落的族人從反迫遷抗爭，到親自參與新家園的規畫、營造工作，可以

用下列何者說明？

A透過公民參與爭取部落權益

B政府成功以迫遷促使族人離開危險之地

C因社會變遷已使族人改變原本生活模式

D政府的公權力無法影響原住民族的生活

4 新北市政府人員表示，新家園的位置離原本的部落大約100公尺，地勢較高，位於堤

頂，以後颱風季不用再擔心會淹水，此原因也讓溪洲部落居民和政府達到共識。請

問：根據107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有以下六大目的，政府人員認為溪洲部

落居民必須搬遷的目的，主要是下列何項？請在方框內打勾。

　  A回復共工共耕文化，減少貨幣依賴

　  B復振部落傳統文化，凝聚文化主體認同

　  C發展部落經濟產業，促進部落就業機會

　  D營造民族生活環境，建構部落安全場域

　  E強化生活照顧功能，推動健康部落生活

　  F落實部落會議組織，奠定原住民族自治基礎

5溪洲部落所做的努力，顯示出部落與土地的關係為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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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試題

繳交日：   ∕   ∕

總　評：

（　 ）1 1977 年後，因越南戰爭結束的關係，越南湧現難民流竄各地，鄰近國家地區

如中國大陸、香港、印尼與臺灣等基於人道救援等因素接濟難民。臺灣雖非

聯合國會員，但澎湖曾經存在兩座越南難民營，分別在西嶼鄉 竹篙灣（今竹

灣村）和白沙鄉 講美村。而難民所抵達的澎湖，其形成原因為何？並歸類為

哪一種島嶼類型？　A澎湖原與臺灣相連，因海水面上升淹沒較低的谷地而

形成，屬於大陸島　B因板塊運動，將原本在海中的澎湖抬升而形成，屬於

大陸島　C因火山作用而形成，屬於火山島　D因板塊運動，將原本在海中

的珊瑚抬升而形成，屬於珊瑚礁島　� （地理4-3、公民1-1）

（　 ）2 移民是為了工作、教育、家庭團聚等原因而主動選

擇想移居國家的人民。小明是從印尼來臺灣工作的

國際移工，在 12 月剛到臺灣時，發現臺灣人都穿

著大衣，氣溫也較印尼低。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

因為何？　A經度差異　B緯度差異　C地形差異

D大範圍海陸差異 （地理1-3、公民1-1）

（　 ）3 臺灣位於東亞島弧上，北接東北亞地區，南接東南亞各國，這樣的地理位置

具備經濟發展的優勢，因此吸引來自不同國籍的人來臺灣發展，進而與臺灣

人結婚共組家庭。此種家庭生活模式或組成方式為下列何者？　A兩地家庭

B跨國婚姻家庭　C頂客家庭　D重組家庭　 （地理2-2、公民3-3）

臺灣臺灣

印印 尼尼

一第 關 選擇題（每題 10分，共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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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某報章雜誌的文字：

（　 ）1 下列有關太魯閣族的敘述，何者正確？　A太魯閣族是因為居住在太魯閣 

國家公園而得名　B太魯閣族尚未正名，因此不列入臺灣的16個原住民族 

C傳統太魯閣族人會避開春季動物生育期，秋季農閒時節才會狩獵　D太魯

閣族因為有原住民特色園區，因此沒有文化傳承的危機

2 從上文敘述想一想，規畫為原住民特色園區地的布洛灣台地，可能保留哪些特色？

（複選）

　  A地理景觀　  B原住民族文化　  C自然生態　  D現代化建築

3下列皆為中央山脈特徵的敘述，請判斷何者與臺灣水文特色的關聯性最低？

　  A中央山脈為臺灣最長的山脈　  B中央山脈偏東  

　  C中央山脈南北走向　　　　　  D中央山脈位於歐 亞 板塊上

4 秀林鄉內的秀林部落，其古地名隱含了部落的傳統生活方式。而這故事的由來，應

以何種方式傳承？ 

　　　　　　　　　　　　　　　　　　　　　　　　　　　　　　　　　　　　 

5 依據史料記載，太魯閣族原居住在中央山脈西側，因某些因素而造成部分族人越過

中央山脈，定居在立霧溪畔。想一想：你覺得是哪些因素造成太魯閣族人的遷徙？ 

　　　　　　　　　　　　　　　　　　　　　　　　　　　　　　　　　　　　 

　　秀林鄉地處中央山脈東側，地勢高聳陡峭，鄉境大部分被畫入太魯閣國家公園

的範圍，居民以太魯閣族為主，觀光業發達。境內的布洛灣台地位於立霧溪下游，

曾經是太魯閣族人聚居的部落，現規畫為原住民特色園區。

 （地理2-3、6-3、歷史1-2、公民6-1）

二第 關 題組（每題 14分，共 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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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手記
S O C I A L  S T U D I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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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手記
S O C I A L  S T U D I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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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手記
S O C I A L  S T U D I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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