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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定出題範圍：公民命題大綱 

基礎說明 

首先，只要是國家考試的公民，都是通用初等的公民科命題大綱，也就是民國 99 年確立

的「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綱」。民國 101 年考選部公告現行公民科命題大綱時，即以上述高

中公民與社會課綱為基礎，將其適度剪裁之後，成為目前的命題大綱，大略可以適用到民

國 105 年，之後可能另外會有調整。 

公告之後，考選部隨即發佈訊息，說明該命題大綱乃通用於初等考試、地方特考五等、鐵

路佐級、調查或國安五等此類有公民考科的考試。因此，以下表格中所列之命題大綱，只

要是參加上述類別任一考試，而以「公民與英文」作為共同科目的考生，均一體適用。準

備本科的第一步，就是先看懂、理解並能具體掌握命題大綱，抓住重點準備。 

【公民科命題大綱】 

適用考試名稱 適用考試類科 

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五等考試 

鐵路佐級考試 

調查局五等人員考試 

國家安全局五等人員考試 

各類科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 具備心理、社會、文化、政治、道德、法律、經濟、永續

發展等多面向公民知識能力。 

二、 具備肯定自我、欣賞他人、關懷社區、尊重社會文化差異、

認同民主國家、培養珍視法治與普世人權、追求經濟永續

發展等相關之價值觀念。 

主要範圍 具體內容 

一、個人、家庭、社會與

文化 

個人成長與生活 

家庭、學校與社區 

公共利益 

公民參與 

社會生活與媒體識讀 

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 

性別關係與性別平等 

多元文化與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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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政府與政治 國家與民主政治 

政府的組織與功能 

政治參與及選舉 

政黨與利益團體 

世界主要政治意識型態與兩岸關係 

國際組織與國際關係 

三、民主與法治 民主的價值與人權 

法律的基本概念 

權利與義務 

法律責任 

權利救濟 

四、生產、分配與消費 經濟學之基本概念 

家庭經濟與企業經營 

生產與國際分工 

市場、貨幣、外匯與貿易 

消費行為與消費者權益 

環保與永續發展 

 

命題範圍重點分析 

依據民國 99 年至 104 年初等考試之命題趨勢加以分析後之結果，「公民」與「英文」組

合為同一類科，但公民所佔該科成績，乃有 70%。而這 70%的出題內容之中，雖然考選

部希望出題老師能自上述四大主要範圍中平均出題，但由於四大部分難度各異、重點不

同，因此在出題上難以均衡。各主要範圍出題比率與依據公民科所佔分數，可簡要表列如

下： 

主要範圍 出題比率 加權換算（70%） 

一、個人、家庭、社會與文化 18％ 12.6% 

二、國家、政府與政治 24％ 16.8% 

三、民主與法治 30％ 21% 

四、生產、分配與消費 28％ 19.6% 

 

從出題的分析可以明確看出，第一部分的重要性最低，而相對來說第三部分與第四部分的

出題，則已經超過公民科於出題之半數，因此，我們課程的整體方向與重點，也就依據上

述趨勢加以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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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大題型，完全分析 

知題型，而後動 

一般的公民教學，在現今出題龐雜，僅能掌握其大勢的趨勢之下，僅具體整理重點，要求

考生記憶背誦，顯然已經不符合應考之需要。採用舊有模式的考生，往往陷入惡性循環，

認為講義上或書籍上沒有列出者，即屬疏漏，形成：「沒有背到就沒有分數。」的謬誤思

維。事實上，公民科之出題，不僅重視理解與記憶，同時也重視考生於廣大出題範圍中所

應具備的獨立判斷與思考能力。因此，國家考試中的公民，不要「後知後覺」、「死記硬

背」，我們出題老師所期待者，乃為「理解清晰」、「判斷靈活」。 

基於上述思維，準備公民，首先應以掌握出題趨勢，理解主要題型為切入點，之後方進行

四大範圍之重點整理與理解、記憶、熟練之過程，始能具體提升應考實力。 

解題技術與題型主要分類 

解題技術是通用的。所以不論是哪一年或是哪一類科的題目，只要大致上掌握了題目的型

態，通常就能設想出基本的解題方式。我們即使僅採用單一之素材，也可以清楚地分析出

國家考試公民出題的基礎模式。而以目前的單選題來說（以後是否會像國文一樣調整為部

分複選題，則需要觀察，目前無須擔心），大致上我們可以將其歸類為六大類： 

認識觀察題型 

以難度來說，這是最為簡單的題型；通常都已經是歷屆試題中最常見的題目。以 101

年鐵路佐級事務管理公民與英文第 20 題為例： 

（  ）◎ 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謂的「看不見的手」，必須在下列那一種市場中，

才能使資源配置達到最有效率的狀態？ 寡占市場 獨占性市場 自由

競爭市場 壟斷性競爭市場。 

【解析】「看不見的手」這個名詞，其實在歷屆試題中出現過許多次了，指的就是以

「價格」為中心決定市場供需的方式。而既然要以價格為決定供需之標準，

自然要讓供給與需求者去自由尋求各自所希望的價格，因此，自由競爭市場

與價格機能，就是看不見的手的實質內容。因此，這一類的題目，只要認識

了自由競爭市場與價格機能，就能回答出準確的答案為。 

------------------------------------------------------------------------------------------------------------------------- 

又例如 104 年初等其他科公民與英文第 27 題，亦屬於認識觀察題型： 

（  ）◎ 我們常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意思是指我們所作的任何選擇，最主要隱

含下列何種經濟概念？ 機會成本 社會成本 邊際效益 價格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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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以直觀之方式思考時，天下沒有白吃午餐，乃指人於經濟生活或社會生活之

中，進行任何的選擇，都必須要犧牲一定之價值（或成本）。例如要工作就

不能去旅行，同一時段想吃日本料理就無法再另外選擇義式餐點。工作所得

之報酬，其選擇之成本為旅行之體驗，而選擇日本料理，所放棄之價值即為

義式餐點。選擇所放棄或犧牲之最大價值。即為機會成本，故本題選擇 

乃最佳解答。 

要件判斷題型 

這一類的題目是公民出題中數量最多、範圍也最廣的題型。亦即，在專業名詞或概念下，

通常具有一定之要件、內涵、特性或特徵。同樣以 101 年鐵路佐級事務管理公民與英文

第 24 題為例： 

（  ）◎ 下列何種行為屬於刑法中所規定的阻卻違法事由，因而不構成犯罪行為？ 拳

擊賽中將對方打傷倒地 戳破違規停放車輛之輪胎 竊取錢財後良心不安

而自首 進入債務人家中逕行搬走財物。 

【解析】題目很明確地點出「阻卻違法事由」這個專有名詞，如果依據刑法之規定，

所謂的阻卻違法事由，指的是行為人雖然客觀上實施了足以評價為犯罪行為

的行為，但是因為阻卻違法事由之存在，而不構成犯罪行為。所以又被稱為

「犯罪的反面構成要件」。依據出題上承認之內容，阻卻違法事由乃包括： 

正當防衛。 

緊急避難。 

依所屬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行為。 

依法令之行為。 

執行業務之正當行為。 

社會生活之共同風險承擔。 

得被害人承諾之行為。 

然後，將選項的描述套入上述要件內，就可以很明確地選出選項 可以認

為是被害人承諾之類型，因為拳擊比賽本來就有可能發生這樣的風險，選手

們均已經明確知悉了這樣的風險，並選擇承諾之後再上場比賽，故對手的傷

害行為即具有阻卻違法事由。 

------------------------------------------------------------------------------------------------------------------------- 

除了掌握要件之內容外，要件之判斷與應用也同樣重要。例如 103 年地特五等一般行政

公民與英文第 18 題，即屬法規要件於實例中之應用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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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龍和阿鳳生下小剛後才結婚，婚後又收養了小強。根據我國民法的規定，下列

有關前述父母子女關係之敘述，何者正確？ 小剛尚須經過認領程序，才能成

為阿龍和阿鳳的婚生子女 小強因與阿龍和阿鳳無血緣關係，故無權繼承阿龍

的遺產  13 歲的小剛因常與父母吵架，依法可宣布脫離親子關係 小強原

從母姓，成年後仍得依其意願變更姓氏，改從父姓。 

【解析】本題為民法有關父母子女關係之整合性考題，應依據民法相關規定之要件，

判斷選項之正確性，本題可解析如下： 

當事人間之身分法律關係如下： 

Ⅰ阿龍與阿鳳生下小剛之後結婚，依據民法第 1064 條有關準正之規定：「非

婚生子女，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者，視為婚生子女。」故小剛因準正之故，

屬於婚生子女，無須另為認領。 

Ⅱ另依據民法第 1077 條第一項之規定：「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

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故小強亦屬阿龍與阿鳳之婚

生子女。 

親子關係不得脫離，即使經當事人宣告亦不發生法律效力。民法第 1080

條至第 1083 條雖有規定終止收養之部分，但仍非為脫離親子關係之規定，

僅養子女恢復其與本生父母之關係。因此 13 歲的小剛常與父母吵架而宣布

脫離親子關係者，並不合法。 

依據民法第 1059 條之規定： 

Ⅰ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未約定或約

定不成者，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之。 

Ⅱ子女經出生登記後，於未成年前，得由父母以書面約定變更為父姓或母

姓。 

Ⅲ子女已成年者，得變更為父姓或母姓。 

Ⅳ前二項之變更，各以一次為限。 

Ⅴ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法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子女之請求，為子女之利

益，宣告變更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 

一、父母離婚者。 

二、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者。 

三、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不明滿三年者。 

四、父母之一方顯有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之情事者。 

故小強可依據上開第 1059 條第三項之規定，變更從父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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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運用題型 

這一類的題型，絕大多數都出現在與經濟有關之題型。以 101 年鐵路佐級事務管理公民

與英文第 19 題為例： 

 

（  ）◎ 佳佳打算自己開設一家麵包店當老闆，下表是她試賣期間四種麵包的銷售情

形，根據內容判斷佳佳銷售那一種麵包的獲利最高？ 

 

麵包數量 甲 乙 丙 丁 

銷售數量

（個） 
1200 1000 1500 1100 

成本（元/個） 5 9 6 12 

售價（元/個） 15 20 18 25 

甲 乙 丙 丁。 

 

【解析】這個時候就要套入獲利之公式，亦即要以售價減去成本之後，再乘以銷售數

量加以計算。公式為：（售價－成本）×數量＝獲利。 

故可計算出以丙之獲利（18,000 元）為最高，故標準答案為。 

------------------------------------------------------------------------------------------------------------------------- 

此類題型，多出自生產、分配及消費之經濟學領域，因此在考前熟記重要公式，知悉符

號代表之意義，並掌握計算之基礎，通常即能取得分數，例如 103 年地特五等一般行政

公民與英文第 33 題即屬此類試題： 

（  ）◎ 某一經濟體，去年的名目 GDP 為 800 億美金，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 100，

今年的名目 GDP 為 945 億美金，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 105。該經濟體今年

的經濟成長率應最接近下列何者？  18.1%  16.8%  12.5%  5%。 

【解析】計算公式如下： 

實質 GDP＝名目 GDP÷當期消費者物價指數（CPI）×100 

經濟成長率＝（當期實質 GDP－前期實質 GDP）÷前期實質 GDP×100% 

故可計算如下： 

Ⅰ去年實質 GDP＝800÷100×100＝800。 

Ⅱ今年實質 GDP＝945÷105×100＝900。 

Ⅲ上開數據套入公式後可知經濟成長率為：（900－800）÷8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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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 

除上開以計算方式測驗之題型外，亦有直接要求對於公式內之要件加以掌握者。例如

103 年地特其他類科公民與英文第 32 題即屬此類試題： 

（  ）◎ 根據國內生產毛額 GDP=C+I+G+(X－M)的計算公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小甄：「最近爭議不斷的興建核四費用應列入 I 中。」 

大寶：「前幾天我媽媽買了 HTC 新手機應計入 X 中。」 

阿天：「早餐店所買製作三明治的原料應算在 C 裡面。」 

琪琪：「我媽買了一台二手的進口轎車應列入 M 中。」 

【解析】本題所提供之公式，乃由支出面計算 GDP 之公式，故：GDP＝C（民間消

費支出）＋I（國內投資支出）＋G（政府消費支出）＋（X（出口）－M

（進口））。公式最後 X－M 即屬淨出口。 

而 I 的國內投資支出部分，乃包括建築物、機器設備與存貨三項。故興建

核四之投資，乃屬政府投資興建基礎設施，故應記入 I 中。故本題以 

為正確解答。 

依據上開公式之說明，可具體將其他選項說明如下： 

購買 HTC 之新手機乃屬於民間消費支出，故應記入 C； 

早餐店所買製作三明治之原料，由於尚未製作成最終產品，故不計入

GDP； 

購買二手之轎車，由於該轎車並非第一次進行經濟交換之最終產品，故

亦不計入 GDP。 

------------------------------------------------------------------------------------------------------------------------- 

概念比較題型 

概念比較題型與上述三類相較之下，在難度上較高。通常以「國家、政府與政治」或「民

主與法治」之出題較為常見。我們以 103 年初等一般行政公民與英文第 27 題為例： 

（  ）◎ 我國與法國第五共和政府皆屬於雙首長制，從憲法的內容來看，針對兩國政府體

制運作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就總統發布緊急命令權而言，我國尚須經國

會追認，法國則無須國會監督與終止 內閣須向國會負責，因此兩國內閣均得

發動信任投票，國會亦得發動不信任投票 我國大法官與法國憲法委員會之成

員，皆由總統提名，國會半數通過，不得連任 我國行政院院長與法國內閣總

理，於國會通過不信任案後，皆須呈請總統解散國會。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