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縣將軍國民小學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
六年級社會科試題六年甲班 座號：__ 姓名：________
一、是非題：(每題2分，共30分)
1. （ ）國家制定憲法和法律，不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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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了人民的權利和義務，同時
也規定了政府的組織。
）真正的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
自由及不違背社會公益為原則
。
）人們可依自己的需要加入不同
的同好團體，這是因為憲法保
障人民享有集會結社的自由。
）憲法保障人民的「受益權」，讓
人民可以透過行政機關提出訴
訟，以維護自身的權益。
）希望擔任民意代表的人，可以
直接參加競選，不用考慮年齡
及資格符合的限制。
）關於我國人民基本權利與政府
組織的規定，都明白記載於民
法中。
）我國憲法保障了人民享有祕密
通訊和居住遷徙的自由。
）人民可以參加公務人員考試、
擔任公職，這是屬於憲法中關
於自由權的保障。
）我們應該要珍惜自己享有的基
本權利，同時也要尊重別人享
有這些權利。
）「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其
中有人民基本權利的相關規定
。
）阿鴻是原住民，所以他不能接
受國民教育，應該在家裡由父
母教導。
）阿明今年二十四歲，可以出來
競選鄉（鎮、市）長，但不可
以選里長。
）國家各項建設所需的經費，主
要來自於人民的捐款。
）政府利用人民繳納的稅金推動
全民健保，讓民眾的健康更有
保障。

）在我國，凡年滿十六歲的男性
國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

二、選擇題：(每題2.5分，共50分)
1. （ ）受益權保障人民受到冤屈時，

2. （

3. （

4. （

5.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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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哪一個機關提出申告？
（１）行政機關 （２）立法
機關 （３）司法機關 （４
）考試機關。
）下列哪一種情況下，政府可以
用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 （
１）小華一家人決定從南投搬
到臺中生活 （２）文亭報名
參加學校的書法社，放學後留
下來練習 （３）家嵐與妹妹
寫信給在美國留學的阿姨 （
４）威倫與同學相約在家中唱
卡拉ＯＫ到深夜吵到鄰居。
）人民可以選擇自己想要居住的
地方，不受限制，這是行使國
民的哪一項權利？ （１）平
等權 （２）自由權 （３）
受益權 （４）參政權。
）人民可以參加公務人員考試、
擔任公職，是因憲法保障人民
的哪一項基本權利？ （１）
平等權 （２）自由權 （３
）受益權 （４）參政權。
）許大民希望擔任民意代表，因
此依法登記成為臺北市市議員
候選人，這是憲法保障的哪一
項人民基本權利呢？ （１）
平等權 （２）自由權 （３
）受益權 （４）參政權。
）王伯伯可以向地方政府請願，
建議在住家附近馬路邊的水溝
上加蓋，以改善生活安全品質
，這是屬於哪一種基本權利？
（１）平等權 （２）自由權
（３）受益權 （４）參政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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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不是憲法記載的內容
？ （１）政府組織 （２）
人民的基本權利 （３）總統
當選人 （４）國民義務。
）下列哪一項基本權利，與國小
六年級的學生最相關？ （１
）選舉民意代表 （２）接受
國民教育 （３）提出法律訴
訟 （４）參加公務人員考試
。
）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
（１）人民有權享受政府提供
的福利 （２）政府應保障人
民的權利 （３）人民要享受
權利，也要善盡義務 （４）
以上皆是。
）申報綜合所得稅是下列何者應
盡的義務？ （１）高所得的
人 （２）全國人民 （３）
政府官員 （４）公務人員。
）中央政府設有總統府以及五院
，其中的五院不包括下列何者
？ （１）行政院 （２）立
法院 （３）國務院 （４）
監察院。
）有關全國性的公共事務，因為
和各縣市人民都有關係，所以
應該由下列何者來處理比較適
當？ （１）監察院 （２）
行政院 （３）臺北市政府
（４）高雄市政府。
）有關「立法院」的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甲）是最高司法機
關（乙）負責審查國家經費預
算（丙)負責監督政府施政（
丁)負責制定全國通用的法律
（１）甲乙 （２）乙丙丁
（３）甲乙丙 （４）甲乙丙
丁。
）徐阿姨想要成為一名立法委員
，那麼她應該透過何種方式，
才有可能達成願望？ （１）
參加國家考試 （２）成為候
選人，參與選舉 （３）請總
統直接聘用 （４）認真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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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博士就可以擔任立法委
員。
）如果政府官員有違法或失職的
情形，應該由下列哪一部門負
責糾正並追究失職官員的法律
責任？ （１）監察院 （２
）考試院 （３）立法院 （
４）行政院。
）設有各級法院，負責民事、刑
事訴訟等審判工作的是下列何
種單位？ （１）行政院 （
２）立法院 （３）考試院
（４）司法院。
）陳伯伯的工作內容之一，是參
加大法官會議，負責解釋憲法
。請問：陳伯伯應該是隸屬於
下列哪一個政府機關？ （１
）行政院 （２）立法院 （
３）考試院 （４）司法院。
）下列何者是監察院負責的工作
？ （１）解釋憲法 （２）
彈劾失職的公務人員 （３）
舉辦公務人員考試 （４）審
查國家預算。
）下列哪一個政府組織，不屬於
中央政府機關？ （１）立法
院 （２）考試院 （３）高
雄市政府 （４）監察院。
）下列何者不是中央行政機關的
主要工作？ （１）統籌有關
大陸交流事務 （２）辦理屏
東縣的黑鮪魚文化觀光季 （
３）掌理全國稅收 （４）發
行貨幣。

三、連連看：(每題1.5分，共12分)
1. 下面左列各事項分別是我們五院中哪

一個院所負責的工作？請選擇正確的
，並用線連起來。

2

(1)法院審理民、●

●ㄅ.行政院

（1）（ ）

（2）（ ）

（3）（ ）

刑事案件
(2)編列中央政府●

●ㄆ.立法院

經費
(3)監督政府施政●

●ㄇ.司法院

(4)糾正行政機關●

●ㄈ.考試院

不當行為
(5)用測驗方式選●

●ㄉ.監察院

拔優秀公務人
員

2. 看圖回答問題：

2. 下面左列各政府機關，有的屬於行政

機關，有的屬於立法機關？請將正確
的答案用線連起來。
(1)鄉公所

●

(2)縣議會

●

(3)市議會

●

●ㄅ.地方行政機關

(4)鄉民代表會●
(5)縣政府

●

(6)市公所

●

(7)市政府

●

(8)鎮公所

●

根據上圖，可知人民享有何種自由：
(
)自由
●ㄆ.地方立法機關

四、看圖回答問題：
(每題2分，共8分)
1. 請根據以下三張圖，判斷與哪一種國

民應盡的義務有關，並將代碼填入該
圖下面的空格中。
ㄅ.納稅 ㄆ.服兵役 ㄇ.接受國民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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