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九年級 公民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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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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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題

目

對應代號

(

) 1.政府為籌措資金所發行的借款憑證,供民眾購買,期滿可以領回本金與利息

(

) 2.將錢存在銀行,領取固定利息

(

) 3.透過銀行向基金公司定期定額購買,並由專業經理人代為操作

(

) 4.透過證券市場購買代表公司股權的有價憑證

(

) 5.不須任何擔保品,但常聽聞有倒會風險

(A)存款
(B)股票
(C)債券
(D)共同基金
(AB)互助會

6.某學者認為:「企業在行銷活動中,應做誠實的廣告;在新技術發展完成後,若有調整人事的必要,應對員工實施再訓練以代
替解雇。」上述內容最可能是在討論跟企業有關的哪一項議題? (A)行銷技巧(B)社會責任(C)風險管理 (D)科技研發
7.我國的環境保育觀念已從消極的汙染控制朝向積極的永續發展利用。請問:下列哪一種作法符合積極的永續發展利用?
(A)制定空氣汙染排放標準 (B)加強查緝工廠汙水排放(C)檢測汽機車廢氣排放(D)政府補助 Gogoro 購車專案,響應低碳生
活
8.以下是某廠牌牛奶的廣告詞:「從乳牛養殖方法、生長環境、牛乳加工製程層層都須嚴格把關，為自己與家人選擇適合、
安心的乳品。」請問:上述是強調對何者的責任? (A)消費者 (B)員工 (C)股東(D)社會
2013 年 51 長假，中國大媽瘋狂搶進三百公噸黃金，拉抬金價，但因景氣減緩，加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政權實施禁
奢、反貪，事隔一年，金價跌至四年半低點，使得中國大媽紛紛「住進套房」
，帳面虧損預計高達 600 億台幣;金價跌至
四年半低點，各種投資資訊皆警告金價就像掉下來的刀子、千萬別去接。可是熱愛黃金的印度民眾禁不住低價誘惑，部
分民眾忍不住撿便宜，2014 年第三季印度黃金需求量達 225 噸,擠下中國,再次躍居最大黃金買家。
世界黃金協會(World Gold Council,WGC)報告指出，印度排燈節(Diwali)以及當地結婚旺季將至的緣故使得買氣大
增,也大幅推升需求。
9.根據上文，2013 年之際中國大媽盲目搶購黃金，這是犯了投資理財的哪一種禁忌?
(A)與非法的金融機構往來
(B)沒有準備充足的生活預備金 (C)沒有多方收集投資資訊，規避投資風險 (D)沒有多方開源與節流
10.上文中畫雙底線處，對黃金市場的影響為何?
(A)供給增加 (B)供給減少(C)需求增加 (D)需求減少
11.根據上文所述，部分抵擋不了黃金低價誘惑，而進場撿便宜的民眾，其行為符合哪一種經濟學法則?
(A)需求法則(B)供給法則 (C)比較利益法則 (D)市場機制
12.中國大媽搶購黃金，造成金價狂漲，事隔一年，金價大幅下跌。證明了哪一種投資與報酬的關係?
(A)高報酬、高風險 (B)低報酬、高風險 (C)低報酬、低風險 (D)低風險、高報酬
13.許多上班族如果因為老闆沒有按時發薪水，甚至欠發薪水而辭職。
右圖是政府官員的說法。請問:若申請圖中所述之給付，是屬於哪項法律規定範圍?
(A)就業保險法 (B)失業保險法 (C)勞動基準法 (D)就業服務法
14.想找工作的小明正在物色下圖中幾則廣告。請問:小明此舉目的主要為何?
(A)增加找工作的行動 (B)增加工作意願 (C)增加工作能力 (D)增加就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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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下圖是主計處針對 101 年與 89 年家庭一年儲蓄調查所公布的結果，從資料中判讀，下列何者錯誤?
(A)101 年的最低所得，已經入不敷出
(B)儲蓄率呈現下滑的狀態
(C)貧富差距呈現縮小的狀態
家 庭

儲

蓄

調

查

(D)可能是物價漲、薪資停滯所導致
結

果

級距

89 年

101 年

最低所得

1.5 萬

-2.6 萬

二

6.8 萬

3.5 萬

三

14.4 萬

10.9 萬

四

26.3 萬

21.3 萬

最高所得

65.4 萬

64.7 萬

16.新聞報導:「臺中市檢警查獲一地下工廠，業者為節省成本，以工業用氯化鈣醃漬薑，
並銷售至東區各種傳統市場。臺中市衛生局提醒民眾，氯化鈣可能傷肝或傷腎，
因此盡量不要選購太白的醃製嫩薑。」附圖是社會責任與追求利潤的關係圖，
圖中甲、乙、丙、丁的哪一個位置，最能代表上述「無良廠商」?
(A)甲 (B)乙 (C)丙 (D)丁
歐洲歷經多年經濟衰退，各國失業遊民人數顯著增加，以法國巴黎為例，巴黎是全世界觀光客最喜愛的去處之一，
每年有 2700 萬人到訪，不過生活費很高，一旦長期失業，就可能踏上遊民的不歸路。一家名叫另類都市的旅行社，
僱用失業人口當導遊，一方面幫助他們要重回到社會，一方面提供遊客另類的旅遊觀點，幫助遊民重新站起來。請問
17.根據上文所述，造成歐洲失業遊民人數增加的原因，是因為下列何種因素?
(A)個人轉換工作造成的短暫性失業
(B)工業技術改變，造成個人無法適應新產業結構的失業
(C)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變多，一時找不到工作
(D)經濟不景氣，勞動力需求下降所造成的失業
18.右圖是一則網路文章。根據內容判斷，文章中隱含的觀念，與下列何者作法的目的最類似?
(A)加強媒體宣傳，促進觀光發展
(B)建立社區特色，推動社區營造
(C)民間積極投入，健全社會福利

(D)放生捕獲幼魚，永續生態發展

19.花媽每個月都會養成記帳的習慣，下表是花家本月的家計簿紀錄明細—
支出 (單位:元)
內容

水電費

雜支

餐費

金額

824

3,600

6,860

總

闖紅燈罰單 交通費
1,200

236

房租
20,000

各種稅單

計
37,760 元

5,040

收入 (單位:元)
內容
金額

花爸上班領到的薪水

花媽家庭代工的收入

30,000

10,000

總

計
40,000 元

請問，下列有關表中內容的敘述，何者正確?
(A)花爸屬於創業者 (B)花家這個月儲蓄有 2,240 元 (C)詳細記帳每一筆開銷，有助於落實「開源」經濟規劃
(D)帳目中共有自來水費、闖紅燈罰單、房租及各種稅單屬於政府收入。
歐洲目前有近 600 萬名青年失業，有鑑於青年失業潮已成為歐洲當前急迫問題，歐洲領袖在 2013 年召開峰會，為拯救
青年就業尋找對策。會中德國總理梅克爾疾呼歐洲各國仿效德國雙軌教育系統，重視學徒制的養成，為「失落的一代」
尋找出路。在希臘、西班牙等國青年失業率都超過 50％以上，德國年輕人失業率不到 8％，在歐洲甚至是全球都堪稱為
一大奇蹟。德國成功原因，在於擁有完整的雙軌教育系統，結合產業的實務訓練與課堂教育，讓學生邊學邊做，不同於
多數國家先學習後工作。參與該制度的學生通常一週花 3 到 4 天在企業接受訓練，其他 1 到 2 天則在學校學習相關理論。
該制度能成功當然也與該國文化有密切相關。由於德國不重文憑主義，熟練的工人與工匠在該國同樣享有高聲譽，這讓
超過半數年輕人傾向選擇技職教育。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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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根據上文內容，德國青年失業率遠低於歐洲其他各國，主要原因為何?
(A)增加求職管道 (B)培養專業能力 (C)鼓勵產業轉型 (D)增加社會福利
21.2016 年《商業年刊》指出，全球富豪擁有財產達美金 100 萬以上的人當中，有 1/3 的人開著二手車，4/5 的人經常使用
超市優惠券來購物。由上述可知，理財之道首重下列何項? (A)節流 (B)購物 (C)就業 (D)開源
22.理財中的風險來自於投資，投資除了看其獲利性之外，也應考量其安全性。下表是小盈整理的四種理財工具之投資報酬
率及安全性，請問:表中何者的風險可能「最低」?
項目

投資報酬率

安全性

甲

5％

★★★

乙

-3％

★★★

丙

88％

★

丁

0.9％

★★★★★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23.新聞報導:「受到恐怖攻擊的影響，法國當地的玩具反斗城決定主動將店內販售的 23 款玩具手槍下架。玩具反斗城管理
部門說明，下架玩具手槍可以避免警方混淆，減少玩具手槍被誤認為真槍的事件發生。」請問:該公司的做法已具體實踐
下列何者? (A)綠色消費 (B)社會正義

(C)企業責任

(D)分散風險

浪漫動畫電影《你的名字》成為 2016 年日本最賣座電影，幕後推手是被公認為宮崎駿接班人的新海城。新海誠本名為新津
誠，父親是一家百年建設公司的社長，但他大學畢業後放棄繼承家業，選擇到遊戲公司擔任平面設計師，開始邊上班邊忙
自己動畫作品的生活。由於作品幾度獲獎，最後乾脆成為自由接案者，進而組成團隊，還曾幫日本上市公司大成建設製作
動畫廣告。請問:
24.新海誠畢業後進入遊戲公司擔任平面設計師，到作品獲獎受鼓舞而成為自由接案者，進而組成團隊，他的身分出現下列
何種轉變? (A)從老闆變員工 (B)從員工變受雇者 (C)從受雇者變創業者 (D)從創業者變失業者
25.新海誠製作動畫電影的同時，也會承接其他業主的動畫廣告，最主要是為了下列何者?
(A)生產 (B)消費 (C)開源 (D)節流
26.大成建設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在台灣也設有分公司。下列有關該公司在企業經營形態上的特徵,何者的敘述正確?
(A)經營者的決策自主性最高
(C)資金來源是由多人共同出資

(B)風險由出資者一人承擔
(D)資金來源可依法向社會大眾募集

27.根據理財規劃金字塔圖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金字塔圖中的銀行存款是屬於完全無風險
(B)金字塔圖中的股票投資報酬率及風險皆較高
(C)愈接近金字塔頂端者代表投資報酬率愈高且風險愈低
(D)愈接近金字塔底部者代表投資報酬率愈低且風險愈高
28.就圖中投資報酬率的高低及表中獲利金額判斷，X、Y、Z 三種投資工具依序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股票、基金、債券 (B)股票、債券、基金 (C)基金、債券、股票 (D)債券、股票、基金
29.社福團體常說:「給魚吃不如教他如何釣魚」，這句話在強調幫助弱勢者改善社經狀況時，應該著重哪一面向才對?
(A)多發失業救濟金 (B)鼓勵自行創業賺大錢 (C)培養工作能力
30.沙沙在一本理財雜誌中看到，進行投資理財時，必須設立停利點或停損點。去年沙沙用年終獎金 20 萬元購買了投資新興
國家的基金，她設定停利點是 15％。所以當沙沙獲利多少金額時，就可以將基金賣出?
(A)15000 元 (B)20000 元 (C)30000 元 (D)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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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臺灣鰻魚苗日漸減少，影響國內鰻魚產業與消費，農委會漁業署公告，未來每年 3 到 10 月，距離海岸 3 浬海域、
河口區域或潮間帶皆禁止捕撈鰻魚苗，但花蓮縣、臺東縣並不列入禁令之內。學者若要對鰻魚進行研究調查必須報請中央
機關核准，違者依漁業法處 3 到 15 萬罰鍰。
鰻魚業者表示，往後三年，市售鰻魚將更少，價格會繼續飆漲，連帶影響到市售的鰻魚飯，現行的鰻魚飯已由 140 元
漲到 250 元，往後吃鰻魚飯可能要付出更多的金錢，消費者可減少購買或改吃其他魚類
31.農委會漁業署下令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內禁捕鰻魚苗，此作法是符合哪一種概念?
(A)政府組織工程的改造 (B)維持鰻魚市場交易秩序的公平 (C)永續發展的推動 (D)經濟衰退須減少資源浪費
32.學者對鰻魚的研究調查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違者依漁業法處罰。請問:這種做法是由下列何者推動?
(A)政府 (B)企業 (C)消費者 (D)職業團體
33.鰻魚業者表示，往後三年，市售鰻魚價格會繼續飆漲。上述現象在鰻魚市場中呈現下列哪一種狀況?
(A) 供需均衡 (B) 供過於求 (C) 供不應求 (D) 無法判斷
34.根據上文內容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農委會屬於《人民團體法》中的職業團體
(B)花蓮縣議會是推動地方自治的行政機關
(C)政府對於違反漁業法者處以罰款,是屬於法治政治的表現
(D)違反漁業法者可處 3 到 15 萬罰鍰,為刑罰的處分
35.國中同學會，四位久未碰面的同窗好友正談論彼此的近況。請問:其中哪一位同學正面臨失業?

36.香蕉新聞:「近年來失業率節節升高，芭樂國再度面臨突破失業率的窘境！」
右表是芭樂國的人口概況數據，請依據數據推算，芭樂國的失業率應是多少?
(A) 3％ (B) 5％ (C) 6％ (D) 8％
37.小憲正面臨就業及創業的抉擇。某日他在報紙的廣告欄中找到四則自己叫屬意的
廣告，請問:哪一項廣告具有「創業」的特質

總人口

2000 萬人

勞動人口

1500 萬人

失業人口

120 萬人

立法院修正通過「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改為配偶專屬權。過去經常發生先生在外欠債未還，債主找上門要求
妻子償還的案例。此次修正後，銀行、資產管理公司等向債權人本人追討不到債務時，將不得轉而要求另一半配偶償還，
「夫債妻償」、「妻債夫償」的爭議將會減少。請問
38.此修正通過後更符合男女平權精神，家庭財產的分配也更符合公平正義。請問:下列何項規定不符合上述修法精神?
(A)家庭成員對於財產分配享有平等權利
(B)夫妻共同取得得財產，彼此擁有相等使用權利
(C)家中遺產分配，出嫁的女兒只有一半的繼承權
(D)家庭遺產分配，兒子女兒應一視同仁
39.立法院此次修法案應該是針對哪一部法律進行修正?

(A) 家庭教育法 (B) 所得稅法 (C) 民法 (D) 刑法

二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釜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的永續發展觀念，如果人們砍伐樹木能遵循一定的時間，
木材將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樣的觀念在千年後的原住民身上也可以發現，每年春季，飛魚群會隨著暖流來到臺附
近海域，此時居住在該海域島嶼上的原住民族人會舉行招魚祭，之後才開始捕捉飛魚。剛開始僅限於夜間以燈光誘
捕，至夏季時才可在白天捕捉飛魚，目的就是讓族人生生世世都可享用。請問:
40 文章中不論是「釜斤以時入山林」、或是達悟人的捕魚觀念，都是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的觀念。下列說明，何者
是「永續發展」的正確觀念?
(A) 永續發展就是完全放棄發展，回歸原始自然生活
(B)這一代享受資源時，不可以剝奪下一代享受資源的權利
(C)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永續發展並不切實際
(D)永續發展適合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無法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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