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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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章

第１回　社會中的多元文化

一第 關 1-1 文化差異（每題 7分，共 28分）

（　 ）1 下列四位同學對於「文化」的描述，何者正確？

　　　　

（　 ）2下列關於主流文化與次文化的比較，何者正確？

3 某報刊登一則Cosplay的介紹：

　　請根據上述短文，回答下列問題：

　（　 ）1Cosplay屬於下列何種文化？　

A次文化　B主流文化　C強勢文化　D弱勢文化

2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與Cosplay一樣，為某些特定群體因共同興趣而形成的

文化？請舉一例，並簡單介紹。　　　　　　　　  　　　　　　　　

Cosplay小檔案
起源： 最早為美國 迪士尼樂園卡通人物扮裝，後傳入日本，結合當地動漫文化而

形成的一種文化。

名稱起源： Comic Market（日本同人誌即賣會）召集人米澤嘉博先生，於1978年首

度以Costume Play指稱裝扮為動漫角色人物的行為。在1984年，日本動

畫家高橋伸之以「和製英語」Cosplay確立名稱。

扮演類型：動漫畫、遊戲、電玩、電視劇、電影、節目吉祥物、布袋戲角色等。

A　　　　　　  B　　　　　　　C　　　　　　　D

主流文化

次文化

A組成原因 B成員規模 C等級 D實例

社會當中特定團體的價值和信念 較小 較高 流行音樂

社會當中多數人的價值和信念 較大 較低 嘻哈音樂

小芬：文化是透
過先天遺傳的影
響，代代相傳。

小傑：所有的哺
乳類動物都有屬
於該生物的文
化。

小文：文化是人類
生活的一部分，專
門指藝術、文學的
部分。

小蕙：文化是人類
的生活方式，所以
會受到環境的影響
而有所不同。

A　　　　　　  B　　　　　　　C　　　　　　　D

40



二第 關 1-2 文化位階與不平等（每題 8分，共 32 分）

英 美文化在國際間產生主導的作用，不只在臺灣，其他各國也可以感受到這樣
的力量。同時，沒有人能夠忽視或否定挾帶強勢文化的語言力量，美國承襲昔日大

英帝國的地位，成為全球的超級強權，它的語言當然也就取得強勢的地位；由此可

見，當英語團體的政治、經濟勢力強大時，語言也會脫穎而出；即使就目前的國際

現勢來看，美國雖不再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的絕對優勢，但是它仍然是政治和文化上

的強權，而它的語言勢力仍持續在世界各地蔓延。

臺灣人民對於英語強大勢力的回應不一。由於目前英語學習正是一股熱潮，對

於熱中英語學習者來說，此一現象並非壞事；而對於另一群人而言，語言霸權感受

便十分明顯，國內有些非英語教師無奈地表示，在這樣的語言霸權，自己成為一種

弱勢。雖然他們急欲在這種語言權力關係中，掙得一席之地，但終究不敵社會文化

對英語學習的渴望。

（資料來源：改寫自陳鈺璽，語言＝權力？探討英語學習中的語言權拉鋸戰，2019/5/1。）

　　請根據上文，回答下列問題：

（　 ）1 世界各國的語言之間，存在文化位階的現象，尤以英語最明顯。請問：英語

為何在全球取得強勢的地位？　

A英語是最好聽的語言　　　　B英語是最簡單的語言　

C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口最多　　D英語國家的政經勢力強大

（　 ）2下列何者合乎文中提及的「語言霸權」的例子？

A臺北捷運播放中、英、日、閩、客等五種語言

B日本殖民臺灣時，推行皇民化運動，要求臺灣人在學校裡講日語

C政府鼓勵民眾參加原住民族語、客語、閩南語等本土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D 108新課綱明訂國小階段在閩南語、客語和原住民族語之外，增開新住民語

選項，每位學生必選一種語言課

3 你覺得學習英語的目的是什麼？

　　　　　　　　　  　　　　　　　　　　　　　　　　　　　　　　　　　　　　

4你認為學習英語與文化位階存在何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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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是由不同族群組成的國家，其文化大致經歷以下三個時期：

三第 關 1-3 為什麼要尊重和包容文化差異？（每題 8分，共 40分）

1 下列圖示象徵美國不同時期的文化特色，請依序填上美國文化階段的代碼。

（　 ）2 之前有些人會以將原有材料的特質全部融化的「大熔爐」來形容各國的文

化，但此名稱現在已不常見。下列哪一個不是「大熔爐」此名詞過時的可能

原因？　A因為每個文化並無高低優劣之分　B民族融合可以讓國內各民族

團結　C各國政府應努力保存國內各族群的文化特色，互相尊重包容　D強

調民族融合，可能會讓少數人的文化被強勢文化同化而消失

3依據上文，用「織錦」來形容現代美國的特色，原因為何？

　　　　　　　　　  　　　　　　　　　　　　　　　　　　　　　　　　　　　　

（資料來源：改寫自提到美國文化，你還是只知道大熔爐嗎？，愛經驗，2017/8/20。）

文化

特色

移民就像顏色繽紛的織

錦，有著線條鮮明且有規

則的圖案和花紋

移民就像顏色各異的豆

子，在大熔爐裡融化，熬

成一鍋粥

移民就像沙拉碗裡的蔬

菜，各自保持特色，並沒

有融合成一樣東西

時期 1 2 3

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到美國，他們認同美國的語言和文化，並融合在其
中。

此時期不同族群的文化更加分明，也更有秩序。暗示著現代美國的一
種期望形象：保持多元文化，但又有秩序與特色。

這時候的美國聚集更多民族和文化，各地移民保留了自己的語言和文
化。

甲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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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焚化爐於14年前完成後，因故一直未啟動使用。近日為解決臺東垃圾問
題，臺東縣政府將焚化爐啟用的修繕和操作預算送到臺東縣議會審議。縣議會共30
席縣議員，25人出席，由議長擔任會議主席。
議員提議「刪除重啟焚化爐預算」，採記名表決。表決結果，10票反對刪除預

算、8票贊成刪除預算、7票棄權。議長也在棄權名單內，引起臺東縣民關注，有網
友質疑議長輕易放棄其權益。

議長透過縣議會發布新聞稿解釋，依臺東縣議會 會議規範第19條，有關主席的
表決權，在議案表決時，以不參與表決為原則，只有在表決反對與贊成方票數相同

時，主席得行使投票支持與否。因此，臺東縣議會就焚化爐啟用的追加預算案表決

時，議長身為主席並未參與投票，縣議會特別聲明以正視聽。

（資料來源：改寫自盧太城，臺東焚化爐預算表決 議長吳秀華：任主席不表決，中央社，2019/9/4。）

繳交日：   ∕   ∕

總　評：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2章

第２回　社會規範

一第 關 2-1 為什麼會有社會規範？（每題 10分，共 40分）

　　民主社會中，會議是決定公共事務的管道，透過下列實際案例，思考問題。

1上文中，網友的質疑合理嗎？請寫出你的意見與看法。

　　　　　　　　　　　  　　　　　　　　　　　　　　　　　　　　　　　　　　

2會議進行中，為什麼需要有人負責主持會議？

　　　　　　　　　　　  　　　　　　　　　　　　　　　　　　　　　　　　　　

3縣議會開會時，議長是採取哪項社會規範來進行會議？

　　　　　　　　　　　  　　　　　　　　　　　　　　　　　　　　　　　　　　

4 開班會時，我們也會遵守會議規範，你認為內政部制定並公布會議規範，是為了達

到什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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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2-2 社會規範的內涵（每題 10分，共 60分）

（　 ）1 華人向來認為「４」是不吉利的數字，車牌及手機號碼都會避開「４」。上

述觀念是受到下列哪種社會規範的影響？　

A風俗習慣　B法律規定

C宗教信仰　D倫理道德

（　 ）2 下列是醫界奉行的四個原則，根據內容判斷，其為哪種社會規範？ 

A風俗習慣　B倫理道德　

C宗教信仰　D法律規定

（　 ）3 勞動部對於颱風天勞工是否要出勤表示：「雇主應以安全為首要考量，如果

有違反勞動基準法規定的狀況，勞工可撥打『1955』專線申訴。」上述內容

說明下列哪種事實？　

A以法律規範外在行為

B以宗教的力量感化人心

C以道德的力量約束雇主　

D以各種社會規範共同降低颱風的損害

（　 ）4 日常生活中，個人行為經常受到內在良心與外在環境影響，其中有些規範具

有強制力，下列何者符合這樣的特性？　

A在選舉投票時返鄉投票　

B基督教徒到教堂做禮拜　

C在速食店內將手機關靜音　

D登革熱疫情熱區住戶配合噴藥作業

一、不加害原則：絕對不能故意讓病人比原來的情況更糟糕。

二、施益原則：每一個醫療的處置，都要對病人有益處。

三、自主原則：每位病人都有權利決定要接受或不接受某個醫療處置。

四、公義原則：對於有限的資源，必須謹守公義原則做合理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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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閱讀下列文章後，回答問題：

（　 ）1 根據上文所述，廟方要求信眾改變祭祀的方式，這樣的做法，以何者解釋最

為適宜？

A違反者會受到公權力制裁

B宗教具有安定人心的功用

C每個地區的風俗習慣不一

D宗教儀式可隨時代而變遷

（　 ）2根據上文，行天宮的改革是透過下列何種方式來因應社會變遷？

A政府的立法

B民間的力量

C個人的努力

D科技的發明

每年吸引近千萬名香客的臺北 行天宮，在民國103年
8月26日（農曆8月2日）有重大變革。為響應環保，自當
日起不再設置大香爐和供桌，鼓勵信眾以「道德敬神」，

節約資源、減少浪費，宗教團體也提倡不燒香。廟方表

示，民國50年代雖然尚未有環保觀念，但創建行天宮的玄
空師父在當時就有四大主張：不焚化金紙、不收酬謝金

牌、不演戲酬神、不供拜牲禮，勸導民眾珍惜資源。為了

落實先人理念，民國92年已開始推行「心香」觀念，用道
德心香取代線香，並宣導減少供品，也將原本的5座香爐改
為2座，供品桌也從25桌減少為15桌。希望能鼓勵信眾雙手
合十，落實「心誠意正、心好就香」的觀念。

對於行天宮率先提倡「禁香令」，法鼓山指出，「香」的作用原本是安神和消

毒，但一般的香只會製造煙霧和環境汙染，因此鼓勵信眾儘量不燒香及金紙，在家

中也可用供水果或飯菜替代；佛光山也表示，為響應環保，已取消供品與燒香儀式

近10年，改用鮮花或電子燈來供佛，用虔誠的心來祭拜最重要。
（資料來源：改寫自率先下「禁香令」！行天宮：雙手合十、以道德敬神，東森新聞，201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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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   ∕   ∕

總　評：

一第 關 3-1 為什麼要參與團體？（每題 10分，共 60分）

（　 ）1 團體必須具有共同的目標，遵守共同的規範，以及團體成員間彼此要有互

動。請問：下列何者符合團體的定義？　A電影院的觀眾　B公車上的乘客

C無敵國中校友會的成員　D手機首日開賣會場排隊的群眾　

（　 ）2 四位同學正在討論對團體的看法，下列哪個人的觀念較為正確？　

A小芬：「加入團體必須滿20歲，國中生還無法參與。」

B小君：「參與團體可凝聚眾人力量，影響社會發展。」

C小威：「唯有參與公益團體，才能促進個人成長。」

D小珊：「我們可以加入幫派，結交好朋友。」

（　 ）3 下列四種團體的目的，哪個屬於滿足情感需求的目的？　

A阿雅參加教會團契，希望認識更多朋友　

B小娟參加籃球社，希望能夠增加自己的籃球技巧　

C小沁參加同學組的讀書會，希望段考名次能更進步

D曉萱參加愛盲基金會有聲書錄音志工隊，希望幫助視障者

（　 ）4 參與學校的社團活動，成為國中學生參與團體的難忘經驗與人生記憶。下列

四位學生談論到參加社團對自己的影響，何者是以達成共同目標為目的？　

A 雅筑：「我參加國樂社，發現自己愈來愈進步，更勇於表現自己。在那個

環境裡，因為大家目標一致，讓我有自學的動力。」　

B 丞傑：「我國一參加攝影社、國二參加烹飪社。因為我不是很喜歡念書，

所以想藉由社團活動來探索興趣，了解自己。」　

C 怡甄：「在籃球隊裡，我們會一起為了下次能進入到全國比賽而努力。」

D 宜德：「我因為參加管樂團，學會與不同的人相處。曾經在社團跟學長姊

起過衝突，因此學習到化解矛盾的方法。」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３章

第３回　團體與志願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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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閱讀以下文章後，回答問題：

暑假怎麼過得有意義？30多名竹田國中學生加入獨居老人的社區服務，幫忙老
人洗澡、打掃和陪他們聊天，一待就是好幾小時，彼此互動有如祖孫般，還會預約

下次見面。

「如果沒來幫阿公、阿嬤，暑假就是在家上網！」即將升上國二的劉同學平常

最愛上網，暑假有更多時間「掛網」。但今年很不同，他走出虛擬世界深入社區，

服務獨居老人，讓他覺得更有意義，成為到宅服務固定班底。

「阿嬤，今天過得好不好？」王同學說，他發現簡單一句問候就讓長輩們很開

心，樂於配合量血壓、泡澡，老人家其實很需要關心。

國二的黃同學也表示，以前不知道社區這麼多無依無靠的老人，印象最深是上

次颱風來襲前送物資到長輩家中，老人家感動得紅了眼眶，她看了很心疼。

華山基金會 屏東站長 林芝瑤說，除了例行性訪視，颱風季節也要照顧長輩安
全，評估是否需要撤離，但因華山天使站進駐竹田才一年，志工不足，沒想到竹田

國中同學這麼熱血，真的幫了大忙。

竹田國中教務主任曾淑英說，她沒想到孩子們與長輩相處融洽，不知道的還以

為是祖孫，可見都是發自內心，期盼這個獨特暑假經驗在他們心中播下善的種子。

 （資料來源：郭韋綺，竹田國中生服務獨居老人，中國時報，2013/7/23。）

　1文中的國中生，他們在暑假參與什麼團體？參加這個團體的目標為何？

　　　　　　　　　　　　　  　　　　　　　　　　　　　　　　　　　　　　　　

　2想一想，你的社區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你可以在你自己的社區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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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1

二第 關 3-2 志願結社的特徵及影響（每格 4分，共 40分）

　　請將各志願結社簡介畫線部分的敘述與志願結社的特徵配對，並依照對公共生活

的影響，填入相對應的代碼。

特徵：

影響：

民間性A 自主性C 組織性D非營利性B
擴大個人的影響力E 增進社會公共利益F 影響與監督政府施政G

志願結社

名稱
簡介

特徵

代碼
對公共生活的影響

影響

代碼

喜憨兒社

會福利基

金會

其社會事業有烘焙工坊及餐廳，提供點

心、蛋糕及麵包，讓顧客可以在網路及

實體商店選購，將賺取的經費用在心智

障礙者的終生照顧、終生教育上。

培養心智障礙者的

工作能力，使其具

備生活技能。

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

消費者文

教基金會

針對頻傳的食安問題，批評政府對黑心

業者縱容，才會讓食安漏洞百出，以記

者會的方式對外發聲，在民生物價、健

保費率等方面替消費者看緊荷包；或在

各消費法規上提出修訂建議。

集結消費者的力

量，讓消費者的聲

音被聽見。

 增進全體消費者的

權益。

綠黨

綠黨由一群關心環保議題的民眾所組

成，希望把主張生態的理想落實在政策

中。綠黨多次公職選舉都無人當選，但

仍持續參選，而環保訴求的政治理念逐

漸受到認同，近年來得票數已經明顯提

升，2018年地方公職選舉，綠黨當選3
席縣市議員及1席市民代表。

藉由組織政黨，聚

集眾人的力量。

成為在野黨，關注

政府在環保方面的

政策與施行。

荒野保護

協會

其宗旨是盡可能讓大自然經營自己，恢

復生機。為達成上述目標，他們有嚴密

的組織分工。

讓大自然恢復生

機，締造美好的自

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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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   ∕   ∕

總　評：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４章

第４回　民主社會中的公共意見

一第 關 4-1 民主社會公共意見的形成（每題 15分，共 30分）

（　 ）1 下表是智孝在課堂上報告某個專題的部分內容，根據表中資料判斷，下列何

者最有可能是她報告的主題？　A傳播媒體擬定公共政策　B民間團體設定

公共議題　C公共意見影響政策制定　D民間團體舉辦公民投票

e： 兩性工作平等法已於2008.01.16修正為性別工作平等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已於
2011.11.30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2 

　　　　　　　　　　　　  　　　　　　　　　　　　　　　　　　　　　　　　　

　　　　　　　　　　　　  　　　　　　　　　　　　　　　　　　　　　　　　　

團體 內容 進行期間

車禍受難者救援協會 推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通過 1990∼1996年

婦女新知基金會 推動兩性工作平等法通過 1990∼2001年

董氏基金會 推動菸害防制法通過 1991∼1997年

兒童福利聯盟 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通過 2001∼2003年

O R A N G E  DA I LY

社區居民群起抗議

橘
子

日
報

某社區居民因不堪長期的

惡臭環境，群起抗議業

者，要求相關單位重新評

估該區段的環境衛生。

A1　頭條 二○一九年八月六日　星期二

根據左述內容，他們可以透過哪

些方式反映民意？請試舉二例簡

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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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4-2 公共意見的特性（每題 10分，共 30分）

酒駕一直是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儘管其刑責一直加重，酒駕肇事的事件還是

屢見不鮮。q在臺北市議會中，議員首提讓酒駕者到殯儀館洗大體的建議，他列舉

美國、泰國都有這樣的處罰案例，訴求這樣才能具有嚇阻效果。提案一出，引發社

會大眾廣泛討論，w有人認為這樣的做法很好，值得推動；但也有人覺得不妥，因

為死者家屬可能不願意讓酒駕者去碰觸家人的遺體，認為是對死者的不尊重。其

後，又有人提出酒駕者改掛螢光車牌供人辨識，或者要求駕駛人使用「酒精鎖」的

建議。酒精鎖是一種安裝在車內的安全裝置，駕駛人須先呼氣測試合格才能啟動引

擎，甚至還有人提出直接對酒駕肇事累犯者處以死刑的處罰。根據最新修正通過

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e立法院決議未來不僅對酒駕累犯予以重罰之

外，並強制加裝酒精鎖，駕駛人若酒駕，同車乘客也會受罰。
（資料來源：改寫自1郭美瑜，議員提議酒駕罰洗大體 專業這樣說，蘋果日報，2016/9/30。2侯俐安，你

用酒精鎖、我打螢光牌 全世界卯起來抓酒駕，聯合新聞網，2018/2/17。3鄭媁，酒駕重罰三讀！同車連坐

處罰、累犯強制裝「酒精鎖」，聯合報，2019/3/27。）

　　閱讀以下新聞事件，根據畫線部分的敘述，將正確選項填入空格。

1  根據1的敘述，市議員在議會拋出議題引發討論，這是公共意見的哪種特性？

　　　　　　　

2 根據2的敘述，對於同一種對酒駕處理的方式，各方人士有不同的見解，這是公共

意見的哪種特性？　　　　　　     

3 根據3的敘述，立法院最後採行裝酒精鎖這項建議，可見此公共意見發揮哪種特

性？　　　　　　  

不穩定性C 影響性D

公開性A 差異性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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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傳統的新聞媒體，如何傳遞訊息給閱聽人？　A主要擔任政府的擴音器 

B篩選訊息內容，製播新聞　C由閱聽人自己選擇新聞內容　D由閱聽人製

播新聞，再次傳播

（　 ）2 根據上文，傳播媒體製播吸引閱聽人的題材，最主要的目的為何？　A引導

民意趨向　B贏得收視率，賺取廣告費　C傳遞事實真相，善盡社會責任 

D擔任政府的宣傳者，呼應政府要求

（　 ）3 下列何者最為符合上述文本所要傳遞的訊息？　A傳統媒體的自律功能已被

新媒體所突破　B傳統媒體與新媒體都需要建立媒體倫理　C廣告應該退出

媒體，才能維持媒體中立　D科技的進步，新媒體已經取代傳統媒體

4 若要避免假新聞、不實爆料、網路霸凌與網路公審等不當行為，你認為可以透過哪 

些方式避免，請試舉一例說明。

　　　　　   　　　　　　　　　　　　　　　　　　　　　　　　　　   　　　   

三第 關 4-3 媒體與公共意見（每題 10分，共 40分）

傳統的新聞媒體獲得大量資訊後，經編輯、篩選與刪減，製成新聞傳播給閱聽

人。面對大量的資訊，媒體要如何做選擇？

由於媒體的主要收入來自於廣告，因此能吸引閱聽人的題材，就是媒體偏好的

素材，而媒體的定位和資源也會影響新聞主題的選擇，例如：若媒體受財團控制，

就有可能為財團服務，選擇性的傳遞訊息。

在科技快速發展下，傳統新聞媒體式微與自媒體興盛。從資訊自由化與多元化

的角度而言，網路爆料、網路紅人與不限主題的直播，或許是一種進步，但假新

聞、不實爆料、網路霸凌、網路公審等有違傳播倫理的行為，不禁讓人質疑「人人

都是媒體」的說法，究竟是時代的進步，還是傳播科技引發的新災難？

傳統新聞媒體的新聞和評論，都要以經過查證的事實為基礎，每則訊息都要對

閱聽人負責，然而卻僅有少數的媒體能發揮自律。於是，資訊管制的機制崩壞了，

傳播倫理的問題更嚴重。這讓我們不得不省思，在新媒體時代，所謂「新聞」或

「評論」是否需要符合傳統新聞專業倫理的要求。
（資料來源：改寫自胡幼偉，我見我思－新媒體也需守門人，中國時報，2017/5/23。）

　　請閱讀以下文章後，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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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   ∕   ∕

總　評：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５章

第５回　社會中的公平正義

一第 關 5-1 造成不公平的因素（每題 15分，共 30分）

　　請閱讀以下短文後，回答問題：

在東京奧運獲得羽球銅牌的印度女選手辛度，是印度史上第一位獲得2枚奧運
獎牌的女性。但是許多印度人民關心的並非是她的成就，而是她出身的「種姓」階

級。

種姓制度在印度是根深蒂固的觀念，直接以一個人的出身決定其身分貴賤與社

會階級。雖然在1948年，印度正式以法律廢止種姓制度，但仍難以改變這固有的觀
念。根據印度媒體報導，在辛度奪牌後，印度網友搜尋她種姓的次數是平時的7倍，
大家更在意「她是貴族還是平民」，這往往讓不少運動員的努力被忽略。因此，在

重視社會階級且對女性相當不友善的印度社會，辛度以女性之姿獲得成就是一件不

容易的事情。

儘管如此，辛度依舊努力推翻傳統觀念，她多次在社群媒體呼籲重視女權，希

望能改變印度男尊女卑的情況。印度至今還有許多地區將女性月經視為不潔、不祥

的穢物，甚至還被規定當月事來時必須在家中隔離，不能上學、工作，影響了女性

學習與改善社會地位的機會。為此辛度曾主動投書媒體，希望女性不要因此阻礙夢

想，並期望月事汙名化的現象在印度社會能早日消失。

（　 ）1根據上文所描述的內容判斷，下列哪項敘述是正確的？

A印度社會對於個人後天努力的成就較為重視

B在辛度的努力下印度男尊女卑的情況已改善

C種姓制度雖然已經廢除但是仍影響印度民眾

D辛度兩度獲得奧運獎牌與她的出身背景有關

2除了種姓制度，印度社會中還有哪些你覺得造成不公平的因素？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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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5-2 社會中的不公平現象（每題 10分，共 40分）

　　以下是池田香代子的繪本如果世界是100人村部分內容：

　如果世界縮小成只有100人的村子，在100人的村子裡會變成怎麼樣？

　（　 ）1從（一）中的描述，說明在100人村中存在哪方面的不公平？

A族群的不平等　　B公共建設的需求　

C教育資源的提供　D糧食資源的分配

　（　 ）2從（二）中的描述，說明在100人村中存在哪方面的不公平？

A城鄉差距　　　　B貧富差距　

C性別歧視　　　　D文化差異

　（　 ）3從（三）中的描述，說明世界上哪方面的不平等？

A糧食分配　　　　B教育資源分配　

C經濟資源分配　　D社會安全保障

4 我們可以從利益分配、責任負擔、需求滿足、貢獻程度這四個方面來檢視世界上的

不公平現象。（四）中的描述，顯示了哪一個方面的不公平？為什麼？

　　　　　   　　　　　　　　　　　　　　　　　　　　　　　　　　   　　　   

　　　　　   　　　　　　　　　　　　　　　　　　　　　　　　　　   　　　   

有20人營養不良，1人瀕臨餓死邊緣，但也有15人過於肥胖。一

村民之中，1人受過大學教育，2人擁有電腦，14人不識字。三

至於全村的財富，有6人擁有其中的59%，而且他們全是美國人。有74人

擁有其中的39%，有20人分配剩下的2%。
二

如果你可以不必畏懼空襲、武裝襲擊、地雷等形式的殺戮，或來自武裝

集團的綁架，那麼比起無法脫離這些恐懼的20人，你真是幸運多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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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關 5-3 追求公平正義（每題 10分，共 30分）

（　 ）1 由於經濟不景氣及物價飆漲對弱勢民眾影響甚鉅，為妥善照顧經濟弱勢、遭

受急難或災害者，提供短期日常生活所需食物及物資援助，以建置完善的社

會安全網，避免食物浪費，因此市政府推動食物銀行法的相關條例。根據上

述內容，請問市政府的該項政策主要是落實何項理念？

A營造健康環境　B促進經濟發展　

C提升地方產業　D維護公平正義

2以下是作家陳之華在芬蘭教育：競爭力從何而來？一書中，與芬蘭友人的對話。

　（　 ）1 根據上文所述，芬蘭的教育理念是希望在社會中傳遞何種核心價值？　

A終身學習　B公平正義　

C家庭背景　D文化傳承

　2你從何處判斷芬蘭教育理念傳遞的核心價值？請簡單說明。

　　　　　　   　　　　　　　　　　　　　　　　　　　　　　　　　　   　　　   

　　　　　　   　　　　　　　　　　　　　　　　　　　　　　　　　　   　　　   

「在妳去過那麼多學校，觀察這麼多不同城市鄉鎮後，有什麼結論嗎？」克

麗絲汀娜問著。瞬間，我沉默了，半低著頭，不禁露出淺淺的笑容說：「怎麼辦

呢？怎麼都一樣？」她笑著回我說：「那是好事啊。」

我所說的一樣，是城鄉差距小的一樣。

我所說的一樣，是教育資源分享情形相同的一樣。

我所說的一樣，是各地校舍與建築品質優良狀況相同的一樣。

我所說的一樣，是學校與地方圖書館分布、藏書豐富、情形相似的一樣。

我所說的一樣，不論出生和家庭，絕對保障高水準基礎教育的一樣。

我所說的「一樣」，是不論在芬蘭的任何地區，學生都一樣有熱騰騰的營養

午餐可吃、有一樣高水準的教科書可讀、有一樣基本素質優良的教師、有相同的

教學理念被完整執行，以及充足的課外讀物鼓舞著學生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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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   ∕   ∕

總　評：

配合課本第三篇 第６章

第６回　社會安全與國家責任

一第 關 6-1 人性尊嚴與社會安全（每題 10分，共 40分）

芒草心慈善協會
2011年一群服務街友的第一線人員組成芒草心，初期以國際交流為主，和日本、

香港、南韓等地服務人員交流經驗，互相學習。2014年以更實務的角度協助無家者
及貧困者，除了實際規畫執行無家者自立方案，例如：街友導覽（街遊）、起家工作

室、自立支援中心，也著手舉辦流浪生活體驗營、「呷飽未」社區共食餐桌，期望透

過更多體驗與交流，幫助外界了解貧困者的生活樣態。

關於「街遊城市導覽員」計畫
街遊Hidden Taipei是芒草心慈善協會專注於社會溝通的專案，自2014年開始帶著

遊客探索臺北的另一面。導覽員是曾有流浪經驗的民眾，不僅帶著遊客一探臺北街

頭，也在這過程中看見他們的人生故事。導覽員和協會規畫出和他們生命故事緊緊連

結的導覽路線，透過導覽員的敘說，遊客得以從無家者的角度重新認識臺北。導覽員

透過更多人際互動，更有自信及得到改善生活的機會（導覽收入改善生活）。2016年
還開始了新企畫「真人圖書館」講座，透過無家者的親身故事分享，和說書人導讀每

個無家故事背後的脈絡，閱讀另一種真實人生。2018年街頭遊戲「艋舺走撞」正式開
張，帶著大家化身為背景各異的無家者，在老城艋舺探索另一段生命旅程。透過這些

活動，希望能夠創造不同群體可以自在對話的環境，才有機會化解偏見，打造一個更

有包容性的社會。 （資料來源：街遊，https://www.hiddentaipei.org/about）

（　 ）1 根據上文畫線部分所述，此計畫活動是基於何種理念而設計？　A學習簡樸

生活　B利他的宗教精神　C透過理解增加尊重　D完成志工服務時數

（　 ）2 芒草心慈善協會推動「街遊─城市導覽員」計畫，主要目的為下列何者？

A提供社會救助　B從事營利目的　C配合政府政策　D協助街友自立

（　 ）3 根據上述活動敘述，下列何者較符合芒草心慈善協會所要推展的理念？ 

A實現人性尊嚴　B化解勞資對立　C強調機構留養　D提供免費救濟

4 從上文敘述可知，街友除了經濟上的協助之外，還需要哪些精神上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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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6-2 社會安全的起源與發展（每題 10分，共 30分）

我國經常舉辦選舉，每隔2年就有總統、立法委員、直轄市長和縣市長等重大
選舉，為爭取選民支持，社會福利議題常常是勝選的最大利器。例如：1988年5月
20日，時任雲林縣農民權益促進會的林國華等人率領雲林農權會，以農業開放可能
導致農民權利受損，主導農民北上臺北請願活動，提出全面農保眷保、肥料自由買

賣、農地自由買賣等7項要求。結果遊行當天，民眾與軍警爆發激烈衝突，事後林國
華被捕入獄。1989年政府全面實施農民保險，農民在520遊行中的7項訴求完成3項，
某種程度說明臺灣人為民主所付出的代價。

1989年余陳月瑛爭取第2次高雄縣縣長連任，她邀請學者專家為高雄縣農民量身
訂做一套「高雄縣農民健康保險」政策，不但使她在高雄縣農民支持下獲得連任，

連共同連署的其他縣市的民進黨候選人也在該屆有較高的當選率，甚至迫使當時執

政的國民黨，在立法院尚未通過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前，全面實施「試辦農民健康保

險」，以免所有國民黨各縣市長候選人遭到挫敗。至此以後，這種以爭取選票為導

向的社會福利政策，就成為選舉的常態。
 （資料來源：改寫自鍾起岱，臺灣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之變遷與發展，2019/5/1。）

　　請閱讀以下短文後，回答問題：

（　 ）1 根據上文所述，說明社會福利資源的分配受到哪項影響很深？

A政治因素影響　B國家財政因素　C城鄉差距影響　D人民實際需要

（　 ）2「政府全面實施農民保險」，該社會福利政策的起源，源自於何者？　

A政府主動照顧農民　B農民向政府爭取權益　C立委為農民爭取權益 

D政府與農民和平協商的結果

3 在民主社會中，候選人為了爭取選票，競相推出社會福利措施，可能導致什麼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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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為政府推出的社會福利措施，請依據說明內容，判斷該項措施具備的特點為

何，並將正確的代號填入空格中。

1

2上述的社會福利措施，如何實踐社會的公平正義？試舉出上表中的一例簡單說明。

　　　　　　　　　　　　　　　　　　　　　　　　　　　　　　　 

　　　　　　　　　　　　　　　　　　　　　　　　　　　　　　 

三第 關 6-3 我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每題 6分，共 30分）

對象 社會福利措施 代號

1 年滿25歲、未滿65歲，且
沒有參加勞保、農保、公

教保、軍保的國民

國民年金保險

只要按時繳納保險費，在生育、遭遇重度以上身

心障礙或死亡事故以及年滿65歲時，就可以依規
定請領相關年金給付或一次性給付。

2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居家服務

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身體照顧服務、

家務服務、友善訪視、送餐到家等居家服務。

3 65歲以上長者 

（含55歲以上原住民）

重陽敬老禮金

65∼89歲（含55歲以上原住民）長者2,000元，
90∼94歲長者3,000元，
95∼99歲長者5,000元，
100歲以上長者10,000元。

4 因新型冠狀病毒受隔離或

檢疫者之照顧者

防疫補償金

家屬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或檢疫者而請

假，雇主未給付請假期間薪資或家屬因照顧而無

法工作維持生計，給予防疫補償。

以社會津貼補充社會保險的不足B

以福利服務滿足國民多元化的需求D

以社會保險建構健全的風險預防制度A

以社會救助為社會安全體系的最後一道防線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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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   ∕   ∕

總　評：綜合試題

（　 ）1 宜蘭屬於東部優質生活產業軸，有豐富的人文與自然資源，配合悠閒慢活

的生活步調，觀光業興盛。宜蘭 冬山鄉的伯朗大道，整片綠色稻田也成為

新興景點，不過卻有遊客闖進田裡拍照而踩壞稻子，不僅破壞美景，遊客離

開後，踩壞的稻子損失農民得自己負擔，行徑相當誇張。請問：遊客不聽勸

阻，闖進田裡拍照而踩壞稻子，違反哪項社會規範？　

A風俗習慣　B倫理道德　

C法律規範　D宗教信仰　 （地理6-2、公民2-2）

（　 ）2 1927年蔣渭水等人組臺灣民眾黨，這是臺灣歷史上第一個政黨，曾舉辦多次

演講會，討論民權、自治等概念。請問：舉辦演講會顯示出下列哪個志願結

社的特徵？

A民間性　B非營利性

C自主性　D組織性　　

 （歷史3-2、公民3-2）

（　 ）3 都市地區教育資源豐富，工商業發達，

也可以從醫療、基地臺等設施，看到城

鄉間或本島與離島的差異。右圖為臺灣

醫院分布圖，可看出臺灣哪種資源的分

配不均？　

A道路基礎建設  

B商業觀光資源  

C社會福利資源  

D通訊科技資源 （地理6-1、公民5-2）

圖　例

地區醫院

區域醫院

醫學中心

一第 關 選擇題（第 1、2題 15分，第 3題 20分，共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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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閱讀下面文章後，回答問題：

（　 ）1 聖神堂在興建時採取中國風的建築架構，使得天主教教堂洋溢著濃濃的中國

風貌。請問：此一景象最能說明哪項意涵？

A主流文化　B次文化　

C多元文化　D文化位階　 （公民1-3）

（　 ）2 聖神堂見證了天主教傳入臺灣的歷史，請問：清代開港後，外國傳教士在臺

灣傳教的活動據點是下列何者？　

A郊　　B寺廟　

C儒學　D通商口岸　 （一上歷史4-2）

（　 ）3 聖神堂獨特的風貌吸引許多觀光客前來參觀，帶動當地的產業發展。此產業

發展最有可能與下列哪項產業屬於同一級產業？

A建築業　B酪農業

C科技業　D服務業　 （地理3-1）

二第 關 題組（第 1、2題 15分，第 3題 20分，共 50分）

　　位於臺南市  鹽水區的聖神堂，在整體建築架
構上，迥異於一般教堂模式，洋溢著濃濃的中國風

貌。西元16世紀，天主教教會派遣傳教士到中國傳
教時，容許中國人用自己的方式信仰天主教，也使

得天主教逐漸被中國人接受。基於這種理念，當年

駐守聖神堂的李少峰神父，毅然採取中國傳統建築

架構，希望以此爭取更多的鹽水區居民信仰天主。聖神堂在鹽水區雖僅30年歷史，
但建築風貌如同它的教義一般，已是鹽水區民眾和研究者心中的美事。

 （資料來源：鹽水天主聖神堂，http://tainan.catholic.org.tw/c2/index.htm）

最後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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