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年級 公民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第五,六課＞

【劃卡代號：32】

班級：

座號：

姓名：

單一選擇題 100％（共 40 題，每題 2.5 分，總計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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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救濟的途徑包括: (A)訴訟外和解 (B)訴訟上和解 (C)調解 (D)仲裁 (AB)訴訟。
根據下列情境,在括弧中填入正確代號: (1~6 題)
1. 在商務關係中,兩家公司在進行合作時,預先訂立協議由具備專業知識的個人或團體來解決已經發生或未來可能發生的爭
議
2. 阿信開車不小心撞傷瑪莎,兩人為求省時方便,前往當地鄉公所,委由公正第三人協助解決彼此糾紛
3. 冠佑家的黃金獵犬咬傷了叮噹家的小貓,兩人私下約定由冠佑賠償叮噹治療小貓的所有醫藥費
4. 酒駕的派大星撞傷了皮老闆,皮老闆不滿派大星撇清責任的態度而堅持提告,最後獲得 10 萬的賠償
5. 拓員遭公司解僱而衍生出資遣費等相關問題,遂決定依法律途徑來解決與僱主之間的薪資爭議
6. 騎機車的阿信撞傷海綿寶寶,海綿寶寶因此對阿信提告,但兩人在庭上接受法官的建議而和解,以結束訴訟程序
7. 小光將可進行權利救濟的事件分為三類，並將其示意圖繪製成附圖，若他將「可經由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調
解的事件」，以塗色的方式標記在圖上，則此圖應呈現如下列何者？

(A)
(B)
(C)
(D)
8.下表為我國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的比較表,根據內容判斷,其中何者為正確?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項目

普 通 法 院

行 政 法 院

(甲)機關

隸屬司法院

隸屬行政院

(乙)審理

民事、刑事訴訟案件

行政、選舉訴訟案件

(丙)制度

三級三審制

三級二審制

(丁)法院

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

(1) 地方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
(2) 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

臺東縣政府於 2005 年 10 月核發建築執照,臺東杉原海岸美麗灣度假村正式動工,期間經過環保團體的抗議及提出「停止開發」
行政訴訟,環保團體獲得勝訴, 1 公頃部分停止開發。而 2012 年 12 月該渡假村開發案進行第 7 次環保評估,決議有條件通過
業者復工,過程中環保團體欲扛著竹筏進入會場,遭警方以人工牆阻擋而爆發衝突。
2013 年當地居民代表不服再度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違法環評審查結論,歷經 1 年多審理,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於 2014 年 10
月 28 日判決環保團體勝訴,台東縣政府敗訴,全案可上訴。
9.上文中提到全案可上訴,這是指本案最高可訴訟到哪一級法院?
(A)地方法院 (B)高等法院 (C)最高法院 (D)最高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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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臺東杉原海岸美麗灣渡假村開發案,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認定第 7 次環評審查有違誤應予撤銷,判決環保團體勝訴,而臺東
縣政府敗訴。請問:上述的訴訟制度與下列何者的情況亦可提出相同類型的訴訟制度?
(A)蒙其被魯夫毆打成傷,向法院提出訴訟
(B)索隆被納美詐騙 200 萬元
(C)喬巴不服被學校退學的決定
(D)房客薇薇欠房租 2 年,房東妮可向法院提出訴訟
11.立法院通過《行政訴訟法》的修正案,將原本民眾免付費的行政訴訟程序改為敗訴的當事者必須負擔裁判費用。請問:下
列何者為該法案修正的主要目的?
(A)激勵司法人員士氣
(B)避免浮濫提起訴訟
(C)增加行政法院收入
(D)簡化行政訴訟流程
12.根據上文內容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臺東縣政府核發的建築執照屬於行政處分
(B)環保團體的抗議為憲法所保障的人身自由權
(C)環保團體提出的行政訴訟與訴願皆屬於行政上的受益權
(D)臺東縣政府為地方民意機關
13.下表為鎧暄報告民事事件與刑事案件解決的途徑所繪製的表格,根據表格內容判斷,哪一項是錯誤的?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項

目

甲、訴訟

乙、調解

丙、和解

丁、仲裁

適用

適用

適用

適用

告訴乃論

適用

適用

適用

不適用

非告訴乃論

適用

不適用

適用

不適用

民事事件
刑事案件

14.政府可藉由司法制度,以達成國家伸張正義的功能。下圖是某一種衝突處理的程序,下列何種事件最可能依圖中程序處理?
得知事情發生

偵查

起訴

審判

(A) 不滿被退學處分的訴訟 (B) 遺產繼承的糾紛

判決

執行

(C) 偽造文書的行為

判斷下列選項各屬於何種權利救濟的途徑?將正確的代號填入括弧中
(A) 自訴 (B) 公訴
(C) 告訴
(D) 告發 (AB)上訴 (AC)訴願

(D) 審理總統彈劾案

(15~21 題)

15.任何人向警察機關舉發親眼所見的犯罪事實
16.被害人自行委任律師,前往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17.小青被同學在網路上集體霸凌,母親憤而到地檢署按鈴申告
18.四大超商不服公平委員會的裁罰,而依循法定程序向行政院尋求救濟
19.冠宏因車禍事故被判拘役,但他不服判決而向高等法院提起訴訟,最後被改判無罪
20.檢察官偵辦終結後,認定該罪嫌涉有重嫌,因此向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官對該罪嫌判處死刑
21.當事人對法院的判決結果不服,依照規定在法定期間可依法聲明不服,因此提請上級法院重新審理
22. 附圖是每日報的新聞版面，這二則新聞內容中的事件具有某一項共同點。根據圖中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應是上述所指的
共同點？
(A)皆僅能由被害人告發事件
(B)皆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
(C)二案皆可經由調解程序解決
(D)加害人皆可能負起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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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我國司法制度原則上為三級三審制度,但刑事訴訟程序仍可能會對人民造成侵害,因此我國制定《刑事補償法》,使坐冤獄
的受害人可依法向國家請求賠償。這種制度主要是為了補償人民被剝奪的哪一種基本權利?
(A) 請願權 (B) 訴訟權

(C) 人身自由權

(D) 應考試服公職權

24. 附圖是天福前往某地方法院參觀，在法庭內所看到審理案件時的座位示意圖。根據圖中內容判斷，他所看到的最可能是
下列何者的審理情形？ (A)行政處分的訴訟 (B)債務履行的糾紛 (C)竊盜財物的行為 (D)政黨違憲的審理

25.若想購買蘋果 iPhone 手機的人會發現,每家電信業者列出的「手機合約價」幾乎「都一樣」。對於此一作法,行政院公平
會決定立刻調查,蒐證蘋果與電信業者間的電子郵件往來後,認定蘋果限制電信業者「綁約手機價格」之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18 條,因此開罰新臺幣 2000 萬。關於前文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由公平會所開出的罰款金額,稱為行政契約
(B) 公平會根據無罪推定原則,對蘋果公司開罰
(C) 若不服該處分,可向行政院提出訴願
(D) 若訴願遭駁回,可前往地方行政法院提告
26.下列是我國近來司法改革成果之一。從內容判斷,這是哪一層面的司法改革?
(A) 民事訴訟制度 (B) 刑事訴訟制度 (C) 行政訴訟制度
(D) 法官評鑑制度
①改革問題:法官、檢察官、被告三方關係失衡,導致司法人員負擔過重
②具體內容:法庭三方關係之調整
a.加強檢察官的舉證責人
b.當事人主導證據的調查
c.強化辯護功能
27.小風是一名低收入戶,積欠了 50 萬的卡債還不起,結果被銀行提告,於是小風向某基金會求助。基金會的律師說:「你的身
分符合基金會所稱的經濟弱勢條件,我們會免費幫你打官司,協助你度過這個危機。」根據內容判斷,小風可以接受免費的法
律服務,與下列哪一制度的推動有關? (A) 人民觀審 (B) 強制調解
(C) 國家賠償 (D) 法律扶助
日本發生一起震驚社會的命案,一名 13 歲國中男生遭割喉和毀容,後經警方透過 Line 呈現的線索,逮捕一名 18 歲的輟學高中
生及其他兩名 17 歲少年。有政府官員則認為,青少年的犯罪手法愈來愈兇狠,基於預防犯罪的觀點,應重新審視目前的少年
法。
28.上述案件若在我國發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都依《刑法》處置
(B) 都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置
(C) 輟學高中生依《刑法》,兩名少年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置
(D) 輟學高中生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少年刑事案件, 兩名少年依少年保護事件處置
29.上述官員提及的少年法,相對於我國稱為《少年事件處理法》。下列關於該法的特色,哪一敘述正確?
(A) 審理採取公開制度
(B) 由少年法庭(院)審理
(C) 違反該法規定的少年不得勞動服務
(D) 分為少年刑事案件與少年福利事件
30.上述 17 歲少年,若在我國出現前述行為,最可能接受下列哪一處罰?
(A) 求處最重死刑
(B) 接受最重的保護處分
(C) 由少年法院法官起訴並審理之
(D) 由檢察官提起公訴,接受刑罰處罰
31. 小宇開車不慎撞到路上的機車騎士，機車騎士住院數日後傷重不治，小宇因此遭檢察官提起公訴，再加上高額賠償金的
問題，為此小宇向律師尋求法律諮詢。針對這次車禍衍生的民、刑事訴訟，律師最不可能提供小宇下列哪一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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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
(D)此民事訴訟案件可向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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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兒童及少年的相關法規包括:
(A) 《少年事件處理法》 (B)《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C)《勞動基準法》(D)《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根據下列敘述,將正確代號填入答案中(32~35 題)
32.便利商店店長拒絕 15 歲的小閔應徵大夜班的工作
33.十七歲的小小兵組成販賣毒品的幫派,並自立為幫主
34.十三歲的阿布在父親的教導下,學會吸菸與喝酒等惡習
35.五歲的阿貓被父母單獨留在家中,卻不幸發生墜樓事故
36.在廣播節目中，主持人卡卡說明今日邀請的來賓為少年法院張法官，將針對《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規定進行訪談。下列
節錄的內容，何者最不符合該次訪談的主題？
(A)卡卡：「請談談日前發生的二十歲學生校園恐嚇事件。」 (B)張法官：「我們經常會透過保護處分來代替刑事處罰。」
(C)卡卡：「除感化教育外，請法官說明其他的處理方式。」 (D)張法官：「訓誡、保護管束都是我們可能採取的作法。」
37. 某次同學會中，大家聊到曾經的往事，如附表所示。若僅依年齡判斷，這四件事發生的先後次序應為下列何者？
(A)甲、丙、乙、丁 (B)甲、丙、丁、乙 (C)丙、甲、乙、丁 (D)丙、乙、甲、丁
事件

內

容

甲

和男友辦理結婚登記，但戶政人員卻說依法她的年齡僅能訂婚。

乙

同學給她的生日賀卡寫著：「恭喜妳不再受《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保護。」

丙

跑去應徵工讀生，老闆卻說她還差幾天

丁

遇到支持的候選人拜票，她回應說：「我會把人生中的第一票投給你。」

才符合童工的資格。

立法院在 2015 年 1 月底修正通過某項與青少年有關的法律修正案,明定兒少不得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產品,以致有害
身心健康,情節嚴重者處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和違規供應菸酒、檳榔同樣列為處罰項目。此項
修正案內容,還引發外國媒體的討論。美國時代雜誌指出:「臺灣父母現在需依法監督孩子觀看螢幕的時間」,並表示:「根據
研究,過度使用媒體會出現注意力問題、行為偏差、學習困難、睡眠障礙和肥胖。上網時間過長甚至可能抑制兒童辨識情感
的能力。」其實,臺灣不是唯一立法規範媒體使用的國家,在南韓 2014 年開始規範線上遊戲和電子競技,將其視同成癮物質。
表示各國已開始注意長期使用電子產品對兒少的影響了。
38.根據文中敘述,立法院應該是修正哪一項法令?
(A)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B)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C)家庭教育法
(D)少年事件處理法
39.根據文中敘述,此項法律修正案應該是屬於兒童及少年的何種措施
(A) 福利措施 (B) 教育措施 (C) 保護措施
(D) 管教措施
40.地方新聞:「有孩童到兒童遊樂場玩賭博性遊戲機,將過年紅包輸光;警察局和核發執照的縣府單位臨檢時發現,店家未依
規定將博弈機臺放置限制級區域外。縣政府表示,該遊樂場依法遭罰款「至少」20 萬元。」請問:該遊樂場違反何項法令?
(A) 少年事件處理 罰金
(B)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罰鍰
(C)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罰金

(D) 勞動基準法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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