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七年級 公民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公民課本與習作L5、L6＞

【劃卡代號：32】

班級：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單一選擇題 100％（共 25 題，每題 4 分，總計 100 分）
(
)1.《國民年金法》規定，年滿二十五歲，未滿六十五歲，
未參加公、勞、軍、農保的民眾皆要強制納保。上述國民年
金制度屬於哪項社會福利措施的內容？
(A)就業安全 (B)社會津貼 (C)社會保險 (D)福利服務
(
)2.許多今日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或制度，如全民健
保制度、消費者保護機制等，都是過去社會運動長期累積的
成果。根據上述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是社會運動的顯著功能
之一？
(A)強化族群融合
(B)促進社會流動
(C)落實國家安全
(D)引發社會變遷
(
)3.兒童聯盟調查發現，都會區學童放學後常直奔才藝
班，假日參加營隊活動、看展覽；但偏遠地區卻出現很多「宅
童」，生活經驗狹隘，缺乏文化的刺激。上述社會現象，說
明台灣社會呈現何種問題？
(A)青少年犯罪問題
(B)少子化問題
(C)人際關係疏離
(D)貧富差距問題
(
)4.基本工資旨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依勞動基準法的規
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現行基
本工資為月薪新臺幣 21,009 元、時薪新臺幣 133 元。請問，
政府此一措施最符合下列何項社會福利範圍？
(A)社會救助
(B)就業安全
(C)社會保險
(D)健康與醫療照護
(
)5.行政院衛福部推動「六歲以下兒童主動關懷方案」，
孩子出生後兩個月內未報戶口、沒準時帶孩子接種疫苗、長
期沒幫孩子繳納健保費等，都會被列為關懷對象。請問：此
方案落實了何項社會福利政策？
(A)福利服務 (B)社會保險 (C)就業安全 (D)居住正義
(
)6.勞工團體在五一遊行中高喊「縮工時、反過勞、要加
薪、禁派遣」四大訴求，請問：政府應加強哪方面的社會福
利政策，以回應勞工團體的訴求？
(A)社會救助
(B)福利服務
(C)健康與醫療照護
(D)就業安全

座號：

姓名：

題組 7-9 題：
資料：社會住宅出租辦法出爐／中央社

內政部「社會住宅出租辦法草案」出爐，承租者應符合無自
有住宅、一定財產標準以下，租賃期限 3 年，得申請續租，
最長不得超過 6 年，符合規定的弱勢者，得延長為 12 年。
資料二：住得起的社會住宅／Copyright2017 台北村落之聲

過去大型獨棟的社會住宅，服務的對象通常為弱勢族群，因
此容易被標籤化為貧民窟，以及易造成附近房價下跌等問
題；但是在荷蘭，透過優質設計師的建築、極佳的地段選擇，
以及建築物內部住商的混合使用，也讓我們看到社會住宅成
功推廣的可能性。
閱讀完資料一、二之後，請回答下列問題：
(
)7.本篇章主要探討的內容為我國的何項社會福利政
策？
(A)社會救助
(B)社會保險
(C)福利服務
(D)居住正義
(
)8.請問何者不是政府提供此項社會福利政策的主要目
的？
(A)使每個人都買得起房子
(B)提高社會住宅之比例
(C)保障國民有適居住宅
(D)租予低所得家庭居住
(
)9.依照文章所述，政府推廣社會住宅可能會面臨哪項
困境？
(A)承租者資格有限制，非人人可租。
(B)政府服務特定對象，易被標籤化。
(C)民眾無法負擔租金，承租意願低。
(D)品質低落，社會住宅的房價下跌快。
(
)10.影響人類生活，並促成社會變遷的原因有哪些？
(甲)社會運動的推動
(乙)工業技術的發明
(丙)日月星辰的移動
(丁)外來文化的刺激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丙丁
(
)11.由於法律規定「開車禁用手持電話」
，因此有了「藍
芽手機的發明」。請問是屬於哪一種型態的變遷？
(A)器物帶動制度的變遷
(B)制度帶動器物的變遷
(C)制度帶動價值觀念的變遷 (D)價值觀念帶動制度的變遷
(
)12.有關社會保險制度，何者有誤？
(A)職業保險是依照不同的職業所提供的
(B)國民年金保險的參與年齡有一定限制
(C)政府通過立法，自由參加的保險制度
(D)被保險人須繳保費以備未來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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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社會流動率高或低的，是什麼因素？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調查結果指出，在較平

)13.

圖中為我國的社會現況，請問：要解決圖中的現況，下列哪
些政府政策最為適合？
（甲）提高生育補助 （乙）發放失業津貼
（丙）提供緊急庇護 （丁）設就業服務站
（戊）長期照護規劃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甲戊

等的社會，世代間的社會流動率通常比較大。事實上，如丹
麥的社會福利與稅制，具有很高的財富再分配作用；也就是
說，其目的在於縮小最低與最高所得者之間的差距。OECD
也十分強調教育政策在促進社會流動上的角色。如果制度有
利於教育普及，像是對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財務援助等，可以
大幅度增加均等的機會。在學生人人享有補助的國家，如丹
麥等，出身弱勢家庭的孩子比較有機會上大學。
(
)17.文中提及，社會福利政策可達到下列何種功能？
(A)澄清價值觀念
(B)降低國民所得
(C)降低犯罪問題
(D)縮減貧富差距
題組 18-19 題：

真要從海洋中取走這麼多嗎？

題組 14-15 題：
超強颱風重創幸福市後，市民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因此政
府不僅提供緊急救助，更啟動「以工代賑」計畫，協助市民
們維持基本的生活，並鼓勵市民們重建幸福市原本的美麗樣
貌。
(
)14.文中所提為政府的哪種社會福利政策？

被捕獲的海洋生物可不只有鮪魚，許多生命跟著陪葬。近日
來，我們不間斷地在印度洋上巡航，一見人工集魚器（FADs）
便會立即摘除，估計因人工集魚器而遭捕獲的海洋生物，包
括鮪魚、鯊魚、旗魚等其他動物就共計有 104,000 噸，這些
非漁船目標性魚種的生物一旦被捕獲，隨即被丟棄回大海
中，此時的牠們若非死亡也早已奄奄一息。這樣的大捕殺，
每年都在海上發生，已是近危物種的黑鯊，就是混獲下的犧
牲者。

(A)社會救助
(C)福利服務

人工集魚器（FADs）這樣的破壞性漁具，幾乎沒有受到規範

(B)社會保險
(D)就業安全

(
)15.關於以工代賑的意義，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以月薪方式加以雇用
(B)輔助其經濟早日獨立自主
(C)由民間團體提供工作機會
(D)目的在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
(
)16.關於如何因應社會變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政府應制訂完善的政策與法令
(B)民間團體應督促政府制定相關政策
(C)個人須抱持終身學習的精神
(D)民間團體規畫建全的社會福利制度

和記錄。估計在 2013 年，就有 8.1 萬到 12.1 萬具的 FADs
散佈在全球各處的海洋裡。這些致命的陷阱，部分使用像是
竹子這類天然材料製成，不過其中還裝有塑膠漁網和塑膠電
子無線電、金屬製品與電池。
塑膠製品無法生物分解還不是最糟糕的，這些電池是會危及
生命的毒害。甚至有被沖上岸或是未被回收而卡在珊瑚礁之
間的人工集魚器。一旦發現，我們便立刻向有關當局通報、
要求清除，但是在已受污染的大海裡，仍存有數以千計的人
工集魚器。－摘自 GREENPEACE
(
)18.為了能一次大量的捕撈漁獲以賺取龐大的金錢，捕
撈業者研發出人工集魚器，此為何種社會變遷？
(A)器物帶動制度的變遷
(B)制度帶動器物的變遷
(C)價值觀念帶動器物的變遷

(D)價值觀念帶動制度的變遷

(
)19.上述社會變遷的成因與負面影響配對，何者正確？
(A)自然環境的改變／弱勢權益的忽視
(B)自然環境的改變／貧富差距的擴大
(C)科技的創新發明／生活環境的改變
(D)科技的創新發明／犯罪問題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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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下列哪一選項不屬於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
(A)文化部協助豪雨災損縣市搶救文化資產
(B)高雄市社會局將閒置空間轉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C)新北市提供 18 歲以下學童緊急需求時可至超商免費用餐
(D)宜蘭縣冬山鄉提供洗腎鄉民交通補助費

題組 21-22 題：
2016/09/21
隨少子化加劇，不少偏鄉離島小校近年來被裁併，但因
缺乏全國統一標準，常惹爭議。教育部為此訂定公立國中小
合併或停辦準則草案，已上網公告，最快下學期實施。草案
規定同一鄉（鎮市區）若只有一所國中或國小不能裁；各年
級只要有一名學生就要開班，除保障學生受教權，也避免社
區或部落因廢校而消滅。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03 次定期考試 7 年級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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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學校、家長、社區想盡辦法留住學校？除了希望孩
子就近入學，更因學校是社區文化傳承、留住年輕人的命
脈。一旦學校關掉，年輕人走了，社區很快凋敝、走入歷史，
這塊土地、居民將永遠被遺忘。
( )21.新聞中所述的廢併校議題是社會變遷帶來的何種影
響？
(A)價值觀念的混淆
(B)生活環境的改變
(C)弱勢權益的忽視
(D)犯罪問題的產生
( )22.依照文中提及，偏鄉離島想要留住小校的原因較不
可能是以下何者？
(A)缺乏全國統一標準
(B)促使社區文化傳承
(C)保障學生的受教權

(D)避免社區走入歷史

(
)23.關於社會福利政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強化國家防疫安全屬於就業安全
(B)利用在地資源營造社區特色屬於居住正義
(C)災害救助的目的在協助受災害者自立更生
(D)提供五歲兒童免費學前教育屬於社會津貼
(
)24.在昔日，
「男主外，女主內」是相當普遍的一件事；
而在今日，「職業婦女」、「家庭煮夫」的現象也屢見不鮮，
甚至提出家庭工作者也要計算薪資的想法，這代表著下列哪
一種狀況？
(A)價值觀念的轉變 (B)器物生活的變遷
(C)制度法規的改變 (D)政治體系的改變
(
)25.要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需要哪些人共同的努力？
(A)民間團體應積極地辦理各項社會福利措施
(B)政府應嚴格控管其支出以避免財政的負擔
(C)社會大眾應竭盡所能地使用各項福利措施
(D)福利措施主要經費來源倚賴人民自主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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