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二學期 七年級 公民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第五章～第六章 ＞

【劃卡代號：32】

班級：

座號：

姓名：

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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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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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國五、六十年代，街頭巷尾隨處可見傳統雜貨店；時至今日，二十四小時營業的便利超商早已將其逐漸取代。
上述現象屬於哪一層次的社會變遷？
(A) 生理 (B) 器物 (C) 制度 (D) 價值觀
)2. 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子女大部分都是從父姓；到了現代社會，兩性平權觀念的興起，政府修改《民法》
，規定「子
女之姓氏，父母雙方可以書面約定，從父姓或從母姓。」由此可知近年來《民法》的修改是屬於下列哪個面向的
變遷？
(A) 器物影響制度的變遷 (B) 器物影響理念的變遷 (C) 理念影響制度的變遷 (D) 理念影響器物的變遷
)3. 近年來，網路拍賣非常盛行，雖然網路拍賣往往物美價廉，但相關的詐騙事件卻屢見不鮮。部分得標者在付款之
後，卻遲遲等不到貨物寄來。因此，政府把提款機轉帳的金額上限從原來的十萬元降為三萬元，希望藉此降低民
眾的損失。政府調降提款機轉帳額度的作法屬於何種層面的社會變遷？
(A) 理念變遷帶動制度變遷 (B) 器物變遷帶動理念變遷 (C) 理念變遷帶動器物變遷 (D) 器物變遷帶動制度變
遷
)4. 阿信小時候常被父親毆打成傷，大家都說他父親是「愛之深，責之切」
，現在阿信長大了，有了子女，也採用相同
的管教方式，不料卻因此觸犯法律而被移送法辦。從此案例可看出社會變遷的哪些層面？
(A) 器物、制度 (B) 制度、理念 (C) 器物、理念 (D) 制度、宗教信仰
)5. 為因應社會變遷，政府通過《就業服務法》修正案，以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其中新增列條文規定雇主招募員
工，不得因「出生地」和「年齡」而有所差別。這是屬於社會變遷中何者的改變？
(A) 器物 (B) 制度 (C) 風俗 (D) 理念
)6. 雅雯看到報紙報導「拒喝瓶裝水」運動在國外流行。因為瓶裝水的寶特瓶身不僅是由石油提煉出來、運送也需要
消耗能源，加速地球暖化。於是雅雯每天自己帶開水到學校喝。雅雯是受到哪種社會變遷的影響？
(A) 器物 (B) 制度 (C) 理念 (D) 經濟
)7. 新加坡政府規劃二、三年內全面推動電子錢包，讓民眾出門只要一卡在手，就足以支應生活所需，一改現今提款
卡、信用卡、身分證等多卡在手的不便。上述金融交易方式的改變，是屬於何種面向的變遷？
(A) 風俗 (B) 道德 (C) 理念 (D) 制度
)8. 由於社會急遽變遷，激烈的競爭造成沉重的壓力，於是在心理以及精神方面的疾病，成為現代社會的文明病。這
是因為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出現下列何種問題？
(A) 價值觀念混亂 (B) 弱勢族群權益受損 (C) 個人適應不良 (D) 自由開放的結果
)9. 有人說：「現在的年輕人是失落的一代，自我迷失，就像是浮萍一般懸於社會這個大染缸，不知何去何從……」
這是社會變遷中哪種衝擊？
(A) 價值觀念混亂 (B) 弱勢族群的權益受剝奪 (C) 器物生活的改變 (D) 文明的產物
)10. 網際網路已是現代人生活中重要的一環，舉凡購物、休閒娛樂、獲得資訊等都可透過網路達成。但若長期沉溺於
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脫節，可能會對個人造成何種影響？
(A) 人際關係的疏離 (B) 社會化程度降低 (C) 消費能力的降低 (D) 基本權利的喪失
)11. 每逢有價值數億元的豪宅建案推出，幾乎都會造成富豪名流爭相搶購入住，短期便能銷售一空的情形；但同樣也
有人四處為家，以公園、地下道、火車站為棲身之地。上述情形說明哪個問題的嚴重性？
(A) 環境汙染 (B) 競爭壓力大 (C) 生活空間擁擠 (D) 貧富差距擴大
)12. 網路的影響力無遠弗屆，政府為提升青少年、兒童及家長的網路倫理與素養，實施網路分級制度，避免網路資訊
過度渲染色情、暴力，對青少年造成不良的影響。政府這項措施主要是希望能減少下列哪項社會問題？
(A) 少子化 (B) 家庭暴力 (C) 人口老化 (D) 少年犯罪
)13. 臺北市可說是臺灣生活便利程度最高的都會，便利的大眾運輸系統、首屈一指的大學等，都說明了這個城市擁有
豐富的資源，但在臺灣的其他地方，教育、交通、醫療資源等分配並不平均，有些鄉鎮甚至沒有完整的連外道路
系統。上述現象與哪種社會問題關係最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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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汙染 (B) 城鄉差距大 (C) 生活空間擁擠 (D) 人際關係疏離
)14. 臺灣在工業化及資訊化的腳步下，快速的社會變遷形成許多社會現象，下列何者為臺灣目前所存在的社會現象？
(A) 醫療技術進步，使得高齡人口增加 (B) 人民生活富裕，出生率不斷上升
縮小 (D) 弱勢族群的福利政策可以忽略
)15. 下列有關「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險」的比較，何者正確？
社會保險
社會救助
(A)目的
(B)對象
(C)措施
(D)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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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民

維持人民

工作權

生存權

弱勢族群

全民

實行國民

提供低收

年金制度

入戶補助

(C) 農業社會迅速轉型，城鄉差距

有需要時向 須預先繳交
政府申請

固定的費用

(A) A (B) B (C) C (D) D
下列是一則新聞報導：
「美國的年輕人口失業問題嚴重，因為深受其苦的並不止年輕世代，還包括美國經濟本身。」
依據上文判斷，這件事如果發生在我國，新聞中的年輕人可以使用哪項社會福利政策來幫助他找到工作？
(A) 社會救助 (B) 就業安全 (C) 福利服務 (D) 健康與醫療照護
大雄因為身體上的疾病開刀治療，需要休養一段時間。因此，這段期間家中無人賺錢維生，全家僅以泡麵果腹，
經鄰居告知社會局後，政府先發放緊急救助金，並協助申辦相關補助，讓這家人回歸到正常生活。緊急救助金是
屬於哪項社會福利政策？
(A) 居住正義 (B) 健康與醫療照護 (C) 社會救助與津貼 (D) 福利服務
政府每年都會在新聞媒體、各大醫院廣為宣傳，
「三歲以下、六十五歲以上的民眾，可以免費施打流感疫苗」
。這
是屬於哪項社會福利政策的內容？
(A) 健康與醫療照護 (B) 社會救助與津貼 (C) 福利服務 (D) 社會保險
某市政府統計市內國民中小學學生，繳不出營養午餐費的人數，較去年多出三千多人，市政府表示，這多出的三
千多人，不管其是否具有中低收入戶的資格，都可獲得全額營養午餐費的補助。這是在落實哪項社會福利措施？
(A) 社會救助與津貼 (B) 福利服務 (C) 社會保險 (D) 健康與醫療照護
致庭今年就讀高二，家裡是低收入戶家庭。近日，里長和他的父母聊天時，告訴他們可以向政府申請「社會住宅」
。
「社會住宅」是屬於政府的哪項社會福利措施？
(A) 社會保險 (B) 就業安全 (C) 居住正義 (D) 健康及醫療照顧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針對年滿 18 歲的中度或重度智能障礙者，提供相關的照顧以增進身心障礙者適應社會的能力，
此類措施是屬於哪項社會福利政策的內容？
(A) 健康與醫療照護 (B) 福利服務 (C) 社會救助 (D) 社會保險
小奇最近盲腸炎住院開刀，在醫院住了幾天，他以為住院開刀要花家裡很多錢，但是媽媽告訴他實際支付的醫藥
費並不是太多，因為我們國家有全民健康保險。上述的全民健保是屬於社會福利中的哪項政策？
(A) 社會津貼 (B) 福利服務 (C) 社會保險 (D) 健康與醫療照護
小志的爸爸身體不好，平時只能打打零工，工作並不穩定，但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不久前他在工作中意外受了傷，
不僅無法繼續工作，連醫藥費都成了大問題。小志家急需要下列哪項社會福利政策的幫助？

(A) 社會救助 (B) 居住正義 (C) 社區營造 (D) 就業安全
)24. 家中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庭，往往都得二十四小時陪伴他們，部分社政單位因此推出了「喘息服務」，讓這些身心
障礙者的照顧者能有時間休息。「喘息服務」屬於哪種社會福利制度？
(A) 社會津貼 (B) 福利服務 (C) 就業安全 (D) 健康與醫療照護
)25. 新聞報導：「臺中市政府計畫 8 年蓋 1 萬戶社會住宅政策，目前北屯區太原段已完成先期規劃，並辦理招商作業
程序中，將規劃興建 1,242 戶社會住宅。」依據上文判斷，該項政策最能落實福利政策中的哪些項目？
(A) 福利服務 (B) 居住正義 (C) 社區營造 (D) 社會救助
)26. 科技的進步縮短了人際之間的距離和互動模式，像是現在已有許多人透過社群網站和世界各地的人互動。上述現
象說明了哪個事實？
(A) 社會變遷僅會發生在已開發國家 (B) 社會變遷不會造成個人適應不良 (C) 社會變遷會連帶影響人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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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D) 社會變遷只發生在物質生活的改變
)27. 在傳統社會中，嫁出去的女兒就像潑出去的水，是沒有權利回娘家分配財產的，但是最近幾年來國人觀念的改變，
認為男女平等，不管是兒子或女兒都是一樣的，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因此愈來愈多人在分配財產時，會把女兒
列入考量。以上是屬於哪種層面的社會變遷？
(A) 器物 (B) 制度 (C) 理念 (D) 物質
)28. 上課時，四位同學正在討論「社會變遷」的議題，其中哪位的說法是正確的？
(A) 美環：「社會變遷並非人類生活中的常態。」 (B) 長山：「社會變遷指自然環境方面的改變。」 (C) 花輪：
「社會變遷常以制度層面最為顯著。」 (D) 冬田：「社會變遷可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29. 據媒體報導，去年我國已婚婦女投入職場的比例創歷年新高，這與早期傳統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不同。
這是屬於哪種層次的社會變遷？
(A) 器物 (B) 理念 (C) 制度 (D) 法律
)30. 為防治新型流感疫情的社區感染，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舉辦的新型流感社區防疫志工演習，最可能與哪種社會福利
政策相關？
(A) 社會救助 (B) 醫療保健 (C) 國民就業 (D) 社會保險
)31. 社會福利可狹義地指對社會上不幸者所施予的物質救助和一般公共服務，如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
會保險和醫療保健等。下列哪項屬於「社會救助」的內容？
(A) 提供災害補助 (B) 施打流感疫苗 (C) 推動職業訓練 (D) 提供失業諮商
)32. 政府舉辦各式語言學習與文化交流課程，希望能協助新移民者順利融入臺灣社會。上述屬於哪種社會福利政策的
內容？
(A) 社會保險 (B) 社會救助 (C) 國民就業 (D) 福利服務
)33. 隨著登革熱疫情的擴大，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展開清除病媒蚊及孳生源的相關工作，希望市民能擁有健康的生活環
境。此項內容是屬於下列哪種社會福利措施？
(A) 醫療保健 (B) 社會救助 (C) 社會保險 (D) 福利服務
)34. 經濟不景氣，各地就業服務站湧入大批申請失業給付的民眾和求職者，政府為安定勞工生活，成立職訓中心辦理
職業訓練，另提供民眾就業諮詢。上述屬於政府的哪項社會福利政策？
(A) 社會救助 (B) 醫療保健 (C) 就業安全 (D) 社會保險
)35. 國家針對身心障礙者給予無障礙的生活環境與建設，讓他們能體驗戶外活動的機會。上述屬於政府的哪項社會福
利政策？
(A) 社會救助 (B) 國民就業 (C) 社會保險 (D) 福利服務
)36. 我國受到金融海嘯的波及時，造成大量勞工失業，許多失業者因此根據《就業保險法》規定申請失業補助金。
《就
業保險法》的制定，屬於我國哪項社會福利政策的範疇？
(A) 社會救助 (B) 國民就業 (C) 社會保險 (D) 福利服務
)37. 在現代生活中，利用雲端硬碟等方式來保存數位文件成為許多人外出時的好選擇，也讓現代人更加依賴網際網
路，因而也使得政府對於保護網路世界中的個人資料問題更加重視，不斷強化相關的法律規範。上述現象是屬於
下列何種社會變遷的發展過程？
(A) 器物的發展帶動理念層次的變遷 (B) 理念的發展帶動器物層次的變遷
(C) 制度的發展帶動器物層次的
變遷 (D) 器物的發展帶動制度層次的變遷
)38. 下列是有關我國推行長期照護保險制度的報導內容：「隨著老年化社會的來臨與少子化帶來的衝擊，愈來愈多臺
灣人開始對老年生活進行規劃。衛生福利部指出，有 86%的民眾贊成政府規劃長照保險制度，贊成比例高於歷年。」
由文中內容可知，這是涉及下列何種社會福利政策內涵的議題？
(A) 社會保險 (B) 社會津貼 (C) 社會救助 (D) 健康與醫療照護
)39. 政府推動「青年安心成家方案」，提供青年家庭申請租屋及購屋的補貼，以減輕其青年負擔。上述「青年安心成
家方案」屬於何種社會福利措施？
(A) 居住正義 (B) 社會救助 (C) 就業安全 (D) 醫療照護
)40. 臺中大甲鎮瀾宮香火鼎盛，每年媽祖出巡遶境活動更是萬人空巷的宗教盛事。政府特別編列經費補助媽祖文化節
活動，希望能發展為地區特色，創造經濟發展。政府的作法屬於何項福利措施？
(A) 社區營造 (B) 社會保險 (C) 福利服務 (D) 社會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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