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九年級 公民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 ＞L1 ~L2

【劃卡代號：32】

班級：

每題 3 分，第 33 題 4 分
(一)
一名 62 歲女士透過人工生殖順利懷孕，今年 2 月 25 日僅花
66 分鐘，即自然產下體重 2930 公克的男嬰，此事引起社會
議論，有人祝福、也有人擔心日後教養問題，還有很多人好
奇，62 歲的女人要怎麼生子？卵子哪來的？（即時新聞中心
／綜合報導）
1. 人工生殖技術的出現是不孕者的一大福音。下列何者與這
項技術一樣均屬廣義的生物科技發展範疇？(甲)試管嬰兒
(乙)手機 APP 程式的發明；(丙)基因改造技術；(丁)幹細胞
研究。(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丙丁 (D)甲乙丙丁
2. 我國政府為了避免試管科技與精卵捐贈淪為市場交易，乃
立法規範相關的問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人工生殖
限定同一人捐贈之生殖細胞，不得同時提供兩對以上不孕
夫妻使用 (B)我國已立法保障代理孕母的合法性 (C)代理
孕母不會造成價值觀念的混淆，但尚未合法 (D)捐贈人的
精卵可供不同夫妻使用
(二)
逢年過節不少人要返鄉回家，卻經常搶不到台鐵票，台鐵和
鐵路警察局，透過異常資料篩選後發現，居然有３家旅遊業
者利用親朋好友的人頭身分證大量訂票，違法訂走東部幹線
３萬５千多張票，而現在這３家旅行社都已經被移送地檢署
偵辦。([原民台新聞報導 2018.3.10)

座號：

姓名：

7. 「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的法律位階與下列何者相
同 ﹖(A)憲法增修條文 (B)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C) 電子票
證應用安全強度準則 (D)地方稅法通則
(四)
（中央社台北 14 日電）衛生紙喊漲，造成搶購風潮，★★
今天決議，大潤發公司發布衛生紙漲價不實訊息，將依法開
罰 350 萬元；大潤發回應，將待公文通知再討論。
8. 請問★★應為哪一個機關 ﹖(A)中審會 (B)法務部 (C)消
費者保護委員會 (D)公平交易委員會
9.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350 萬元是罰鍰 (B)350 萬
元是罰金 (C)大潤發若不服可以提出訴願 (D)訴願不成
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10.漲價的不實訊息，引發衛生紙商品突發性供需失調，上述
消費行為主要是受哪項因素的影響？(A)所得高低 (B)商
品價格 (C)預期心理 (D)個人偏好

3. 鐵路警察強調，冒用他人身分證訂票就屬違法，大量違法

(五)
報紙、廣播、電視、網路等傳播媒體的內容包羅萬象，影響
許多現代人的生活。傳播媒體主要具有四項功能，請問：
11.國家地理頻道經常播出歷史、地理、生態、科技與人文風
俗介紹等節目，為社會大眾提供了一種新鮮的學習管道。
這主要是傳播媒體的哪種功能？ (A)提供訊息 (B)教育
文化 (C)監督政府 (D)休閒娛樂
12.媒體針對各縣市首長舉行網路及電話的民意調查，以便了

訂票已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全案依偽造文書罪移送花蓮地
檢署偵辦。請問全案依何法加以處罰？(A)《民法》 (B)《刑
法》 (C)《消費者保護法》 (D)《公平交易法》
4. 有關上述事件的敘述，何者正確？ (A)科技發展速度遠
較立法的速度快，引發立法規範上的困難 (B)針對網路駭
客行為，目前無法可管 (C)該事件突顯出科技發展總是弊
多於利 (D)杜絕網路犯罪的最好辦法，是全面禁止資訊科
技的使用
5. 利用電腦犯罪已成為現今社會問題之一，要徹底杜絕網路
犯罪問題，下列哪一作法是最根本的解決方法？ (A)制定
完善法令 (B)加強跨國合作 (C)不隨便開啟來路不明的
檔案 (D)培養正確使用電腦科技的態度

解民眾對政府的施政滿意度。這主要是傳播媒體的哪種功
能？ (A)提供訊息 (B)教育文化 (C)監督政府 (D)休
閒娛樂
13.許多民眾依據氣象報告的天氣預測，來決定出門是否多攜
帶一件外套或者是雨具。這主要是傳播媒體的哪種功能？
(A)提供訊息 (B)教育文化 (C)監督政府 (D)休閒娛樂
(六)
下列是一則新聞的部分內容：「日前發生某學校女學生遭性
侵害案件，電視新聞報導出現女學生的背影、該校校長訪
問、就讀學校等訊息，主管機關對四個電視新聞頻道各祭出
新臺幣 6 萬元罰鍰。」請問：
14.上述電視新聞的報導內容已經侵犯女學生的哪種權利？

(三)
先前因政策、經濟、社會環境…等因素，各地警分局派出所
會有家戶訪查（也稱查戶口）勤務，員警得挨家挨戶查訪。
內政部於 3 月 8 日部務會報通過「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
修正草案，未來員警不會再就防範危害事故等進行家戶訪
查，轉而以為民服務為出發點，結合社區力量，藉由警民合
作共同預防犯罪，建立警察新形象。

(A)平等權 (B)第四權 (C)隱私權 (D)媒體接近使用權
15.新聞中的主管機關應該是指下列何者？ (A)教育部 (B)
消費者保護處 (C)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D)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16.華航的員工，為了要求資方合理的調整工作時數，而進行
罷工抗議。此時，針對這個事件，某報社只片面報導資方
立場，而未公正報導勞方的需求，這是忽視了勞方的哪種
權利？(A)平等權 (B)受益權 (C)隱私權 (D)媒體接近
使用權

6. 警政署從制度面根本檢討家戶訪查勤務，以犯罪預防為中
心，以服務取代控制，是為了不再任意侵犯人民的 (A)媒體
接近權 (B)媒體使用權 (C)環境權 (D)隱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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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明華園創始人陳明吉，在經歷傳統歌仔戲中落之後，又將現
代劇場、實驗劇場巧妙結合音樂、舞蹈、民俗、聲光等各類
藝術融入戲曲創作中，使我國傳統文化以嶄新的形式呈現於
國人眼前，更成功的帶上國際舞臺。請問：
17.明華園的作為，除了將我國傳統文化帶上國際舞臺，對我
國傳統文化還具有什麼貢獻？ (A)讓我國傳統文化優於
其他文化 (B)藉由戲曲表演活動，賺取更多金錢 (C)傳
承我國文化，有助後代子孫了解傳統文化 (D)吸收更多外
國友人參與舞團演出。
18.近年來我國各界相當重視臺灣本土文化，並積極推動相關
活動與政策，這主要是下列何種原因使然？ (A)強勢文化
對本地文化造成衝擊 (B)政府為展現施政績效，獲取選民
支持 (C)藉由推動文化工作，獲取更多利潤 (D)證明臺
灣文化優於他國文化。
19.當明華園帶著我國文化精髓到世界各地演出的同時，也反
映何種活動正在進行？ (A)政治談判 (B)科學研討 (C)
文化交流 (D)金錢交易。
20.阿明到國家圖書館蒐集有關日治時代的相關資料，正當他
要影印資料時，館方人員提醒阿明，影印時要尊重原作者
的智慧財產權。下列有關智慧財產權的敘述，正確的有幾
項？(甲)引用文獻資料時需註明出處；(乙)只要基於非營利
目的，完全不須支付著作權人費用，皆可任意使用該文獻
資料；(丙)侵害他人著作權，即構成《民法》上債務不履
行的行為，須負損害賠償責任；(丁)《著作權法》有專屬
權利的保障期限，在著作權人死亡後 50 年，即可自由使
用該作品 (A) 1 項 (B) 2 項 (C) 3 項 (D) 4 項
21.附圖是新聞報導的部分內容。依據內容判斷，新聞中女子
的行為，已違反哪項法律的規範？
新竹一名女子為了省下買唱
片的錢，自網站下載上百首
歌曲，並上傳到自己的部落
格，被警方查獲，最後依法
判處有期徒刑。

(A) 《專利法》 (B) 《商標法》 (C) 《著作權法》 (D)
《公平交易法》
22.有關盜版、仿冒產品，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經構思、
創作、發明而產生價值的產物，國家應立法保障其權利
(B)盜版商品是一種侵犯廠商智慧財產權的行為 (C)仿冒
行為會阻礙新產品、新技術的創作與發明 (D)盜版產品價
格低廉，是消費者最經濟實惠的選擇
23.為避免自己的商品成為山寨版的下一個對象，各大企業紛
紛對自家商品的 Logo 或招牌申請註冊。申請註冊是為了
保障哪一項權利？ (A)專利權 (B)商標權 (C)著作權
(D)生存權
24.在受全球化影響的今日社會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列哪一個
現象？ (A)政府設立國際貿易的障礙 (B)企業只發展具
本土特色的產品 (C)民眾在不同國家求學與就業 (D)社
會缺乏與外國文化的交流機會。
25.全球化是近代世界的重要變遷現象，但促成其形成的主要
力量不包括下列何者？ (A)生產者不斷向各地尋求成本

更低的生產要素 (B)交通運輸工具的發達大幅縮短各國
間的實質距離 (C)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加速擴張 (D)網
際網路讓人們可以跨越空間交換訊息。
26.生活在地球村裡的二十一世紀世界公民，能夠打破國與國
之間的領土界限，「零時差」的即時溝通心思意念，甚至
傳遞當下彼此的現況，最主要因素為何？ (A)交通工具的
便捷 (B)電腦網路的使用 (C)電影電視的播映 (D)人民
的跨國遷移。
27.電影《穿著 PRADA 的惡魔》描述生活用品中，很多國外
名牌如 NIKE、LV 等風行於全球市場，其主要訴求為高品
質、高水準與高價位。請問：當人人傾向把消費習慣固定
在特定國際名牌時，最可能產生哪些影響？ (甲)商業競爭
強化網路購物風潮 (乙)造成國際間貧富差距過大 (丙)促
使落後國家小品牌揚名國際 (丁)強勢文化領導國際的流
行趨勢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28.人類運用科學理論，並以工具、機器、技術來解決生活問
題與改善環境。下列對科技發展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科技發展帶給人類的都是正面的影響 (B)科技本身沒有
善惡之分，端看人類如何運用 (C)全球氣候的改變，是科
技發展所帶來的正面效應 (D)致命武器的發明，使人類的
秩序得以維持
29.超過著作財產權的保障期限後，社會大眾便可自由使用這
些作品，這是基於下列哪一項因素所做出的限制？ (A)
調整社會貧富差距 (B)調和社會公益與兼顧文化發展
(C)原著作權人已經獲利可觀 (D)原著作權人已經死亡
30.為什麼某些食品的外包裝上面要註明是「非基因改造食
品」？ (A)因為基因改造的食品營養成分低 (B)人們對
食用基因改造食品容易感到憂心怕衍生出新疾病 (C)基
因改造食品都是由石油所提煉出來的 (D)非基因改造食
品是高科技的產物
31.隨著基因改造（GM）產品在世界各國日漸普及，行政院
日前成立「基因改造產品跨部會工作小組」
，推動《GM 產
品基本法》
，並全面要求農產品含 GM 成分達 5％以上，必
須強制標示。上述政府的做法，主要是為了下列何者？
(A)確保產品品質的優良 (B)告知消費者正確的產品訊
息，以供選擇 (C)嚴格管制產品的生產數量 (D)增加消
費者的購買意願
32.曾因知名大學學生集體下載 MP3 音樂，而遭到 IFPI 提起
告訴，最後因學生登報道歉而終結。下載未經授權的 MP3
是觸犯何種法律？ (A)《商標法》 (B)《著作權法》 (C)
《商事法》 (D)《公平交易法》
33.「美國職棒大聯盟」是世界棒球最高殿堂，你可能不知道，
這些明星球員身上穿戴的護具，大部分都是ＭＩＴ（台灣
製造）。位於新北市林口區的「通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卅多年來專注於運動護具生產製造，擁有上百項
的
，品質深獲世界肯定，也守護著無數明星球員的
身體。請問
應填入的最佳答案為
(A)商標權 (B)
著作權 (C)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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