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級公民科　從個人到社區發展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上

冊

第一課

成長的喜悅

1-1自我的成長
1-2個人需求的滿足
1-3對生命應有的態度

強化基本需求獲得滿足，人性尊嚴才

能得到維護。

第二課

和諧的性別關係

2-1性別與性別角色
2-2促進性別平等
2-3防治性騷擾與性侵害

新增考量「公不公平」的原理和原則。

新增探討個人或群體面對的不公平處境。

第三課

我們都是一家人

3-1家庭組成
3-2家庭的基本型態與變遷
3-3家庭的功能與轉變

強化以法律相關規定來說明配偶間與

親子間相互的權利與義務。

強化家庭型態與職能的多樣性。

第四課

家庭協奏曲

4-1家庭的親密關係與衝突
4-2現代家庭所面臨的新挑戰
4-3建立平權的家庭

強化政府公權力介入協助平權家庭的

建立。

第五課

學校生活

5-1適性發展與多元學習
5-2學校中的人際關係
5-3學校規範與學生自治

強化非暴力解決爭議的民主價值。

新增校園中學生有哪些權利。

新增校園中實踐公民德行的重要性。

第六課

社區生活

6-1社區的意義
6-2社區的型態
6-3社區參與及社區組織
6-4社區總體營造

強化個人公共參與的重要性及對公共

生活的影響。

新增原住民族社會中，部落的意義與

重要性。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公Db-IV-1 個人的基本生活受到保障，和人性尊
嚴及選擇自由有什麼關聯？ ＿

公Da-IV-1 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公不公平」有哪
些例子？考量的原理或原則有哪些？

從利益、負擔、貢獻與需求等不同角度，探討日

常生活中，人們如何判斷是否公平。

公Da-IV-2 日常生活中，個人或群體可能面臨哪
些不公平處境？

探討結構性或非結構性因素所造成的個人或群體

(族群、性別、性傾向或身心障礙等)之排除、剝
削、暴力與無助感。

公Da-IV-3 日常生活中，僅依賴個人或團體行善
可以促成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嗎？

擇例分析善行並不完全等同公平正義的實現。

公Ba-IV-3 家人間的親屬關係在法律上是如何形
成的？親子之間為何互有權利與義

務？

以婚姻、出生及收養等方式來說明配偶、血親及

姻親的親屬關係，並以法律的相關規定(包括大法
官釋字748號解釋)，探討婚姻成立的要件，及配
偶間或親子間相互的權利與義務。

公Ba-IV-4 為什麼會產生多樣化的家庭型態？家
庭職能如何隨著社會變遷而改變？

探討家庭型態與職能的多樣性，避免過度強調單

一理想家庭型態。

公Ba-IV-5 公權力如何介入以協助建立平權的家
庭和發揮家庭職能？

擇例探討家庭職能的發揮，有賴公權力提供資源

與排除壓迫，可包括育嬰照護等責任的承擔以及

家庭暴力的防治等面向。

公Ca-IV-1 日常生活和公共事務中的爭議，為什
麼應該以非暴力的方式來解決？

分析暴力所造成的傷害，並討論非暴力解決爭議

符合民主的開放與學習價值的理由。

公Ab-IV-2 學生們在校園中享有哪些權利？如何
在校園生活中實踐公民德性？

說明學生在校園中的權利受憲法及相關法律(包括
兒童權利公約及其施行法等)之保障，並舉例探討
實踐公民德性對校園生活的重要性。

公Ca-IV-3 中學生如何參與校園公共事務的決策
過程？

─

公Bb-IV-1 除了家庭之外，個人還會參與哪些團
體？為什麼？

說明公民有權成立或加入各種自主性的人民團

體，來保障或實踐自己的權利；擇例以國中生可

能參加的團體(包括社區組織)加以探討。

公Ba-IV-2 在原住民族社會中，部落的意義與重
要性是什麼？為什麼？

探討部落是原住民族體現文化、認同、政治、生

產分配的在地連結點，且為原住民族自治的基

礎。

國中社會



七年級公民科　社會生活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下

冊

第一課

個人與社會

1-1社會中的角色扮演
1-2社會化的途徑
1-3社會互動
1-4現代公民應有的素養

課綱未特別指出社會互動形式(合作、
交換、競爭、衝突)。

第二課

社會中的團體

2-1個人與團體
2-2人民結社的權利
2-3多元發展的民間團體

強化探討志願結社的特徵及對公共生

活的影響。

簡化志願結社的類型。

第三課

社會規範

3-1社會規範的意義與種類
3-2社會規範的比較
3-3建立和諧的社會

強化社會規範如何反映社會結構與文

化的演變。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公Aa-IV-2 現代公民必須具備哪些基本的德性？
為什麼？

擇要探討公民德性對於實現憲政民主的重要，

包括尊重與肯認不同價值、願意參與公共事務

等。

公Ba-IV-1 為什麼家庭是基本及重要的社會組織？ 探討家庭的初級社會化意義及與其他社會制度

的關係。

公Ba-IV-2 在原住民社會中，部落的意義與重要性
是什麼？為什麼？

探討部落是原住民族體現文化、認同、政治、

生產分配的在地連結點，且為原住民族自治的

基礎。

公Aa-IV-1 麼是公民？ 探討公民、國民與其他身分(例如：移民、難民
等)的差別；著重公民在憲法上的法定資格與參
與公共事務的權利及主動性。

公Bb-IV-1 除了家庭之外，個人還會參與哪些團
體？為什麼？

說明公民有權成立或加入各種自主性的人民團

體，來保障或實踐自己的權利；擇例以國中生

可能參加的團體(包括社區組織)加以探討。

公Bb-IV-2 民主社會中的志願結社具有哪些特
徵？對公共生活有什麼影響？

著重探討志願結社的特徵及對公共生活的影

響，而非志願結社的類型。

公Bc-IV-1 為什麼會有社會規範？法律與其他社會
規範有什麼不同？ ─

公Bc-IV-2 日常生活規範與文化有什麼關係？ 探討影響日常生活規範的文化因素，可包括習

俗、信仰、儀式、審美、倫理價值或性別關係

等。

公Bc-IV-3 社會規範如何隨著時間與空間而變動？
臺灣社會之族群、性別、性傾向與身心

障礙相關規範如何變動？

擇要探討社會規範如何反映社會結構與文化的

演變。

國中社會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下

冊

第四課

社會中的文化

4-1文化的意義與內涵
4-2文化的特性
4-3營造多元文化的社會

新增文化位階不平等。

第五課

社會變遷

5-1社會變遷的意義與內涵
5-2社會變遷的影響
5-3我國的社會問題
5-4如何因應社會變遷

強化說明社會變遷與科技發展的影響。

強化國中學生如何因應科技帶來的風險。

【延伸探究】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不計

入教學時數。

第六課

社會福利

6-1社會福利的意義與發展
6-2我國的社會福利政策
6-3共構福利社會

強化說明國家為何有責任保障個人基本

生活。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公Dc-IV-1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文化差異的例子？ 擇例探討種族、族群、移民、性別、性傾向、

身心障礙或信仰等群體之生活經驗和生命歷程

的差異，並須避免刻板類型化。

公Dc-IV-2 不同語言與文化之間在哪些情況下會產
生位階不平等的現象？為什麼？

以臺灣不同語言和不同群體的文化擇例探討，

包括族群、移民、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或

信仰等。

公Dc-IV-3 面對文化差異時，為什麼要互相尊重與
包容？

擇例探討文化多樣性的益處，以及缺乏尊重的

負面影響。

公De-IV-1 科技發展如何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

公De-IV-2 科技發展對中學生參與公共事務有什麼
影響？ ─

【延伸探究】日常生活中，國中學生如何因應科

技帶來的風險？ ─

公Db-IV-1 個人的基本生活受到保障，和人性尊嚴
及選擇自由有什麼關聯？ ─

公Db-IV-2 為什麼國家有責任促成個人基本生活的
保障？ ─

公Da-IV-3 日常生活中，僅依賴個人或團體行善可
以促成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嗎？

擇例分析善行並不完全等同公平正義的實現。

國中社會



八年級公民科　政治生活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上

冊

第一課

現代國家與民主

政治

1-1國家的組成
1-2國家的類型
1-3國家成立的目的
1-4民主政治的特色

強化說明國家與政府的區別。

【延伸探究】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不計

入教學時數。

第二課

中央政府

2-1民主國家建構政府的原則
──權力分立

2-2我國中央政府的組織與職權
2-3我國中央政府各院間的互動

簡化各級政府組織架構的細節。

強化說明各級政府組成的原則。

第三課

地方政府

3-1地方政府與地方自治
3-2地方政府的組成
3-3地方建設的財源

簡化各級政府組織架構的細節。

強化說明各級政府組成的原則。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公Aa-IV-1 什麼是公民？ 探討公民、國民與其他身分 (例如：移民、難民等 )
的差別；著重公民在憲法上的法定資格與參與公共

事務的權利及主動性。

公Bd-IV-1 國家與政府的區別。 說明國家是由人民組成，政府可以運用國家權力；

著重探討民主國家的政府須得到人民的定期授權。

【延伸探究】對國中學生而言，政府有哪些政

策可以讓人民感到幸福？ ─

公Be-IV-2 為什麼政府的職權與行使要規範在
憲法中？

探討有限政府是憲政精義之所在，且政府主要職權

常在憲法中規範，以維持其明確性與穩定性。

公Ca-IV-1 日常生活和公共事務中的爭議，為
什麼應該以非暴力的方式來解決？

分析暴力所造成的傷害，並討論非暴力解決爭議符

合民主的開放與學習價值的理由。

公Be-IV-1 民主國家的政府體制為什麼須符合
權力分立的原則？

著重探討民主國家採行權力分立之目的，消極在於

避免政府的濫權，積極則在保障人民的權利。

公Be-IV-3 我國中央政府如何組成？我國的地
方政府如何組成？

著重說明各級政府組成的原則，而非介紹組織架構

的細節。

公Be-IV-3 我國中央政府如何組成？我國的地
方政府如何組成？

著重說明各級政府組成的原則，而非介紹組織架構

的細節。

國中社會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上

冊

第四課

政府的經濟職能

4-1政府的財源
4-2為人民服務的政府
4-3政府經濟職能的展望

外部成本搬移至高中介紹。

(Cg-V-1、Cg-V-2 )

簡化政府的經濟職能。

第五課

政黨與利益團體

5-1政黨的意義與功能
5-2政黨政治的運作原則
5-3政黨制度的型態
5-4政黨輪替
5-5利益團體

課綱刪除政黨的相關概念：政黨的意

義與功能、政黨制度的型態、政黨政

治的運作原則。

簡化利益團體。

第六課

政治參與和選舉

6-1政治參與
6-2選舉的意義與功能
6-3選舉的原則與過程
6-4我國的選舉與公民投票

新增中學生如何參與校園公共事務的

決策過程。

簡化公職人員選舉項目和年齡規定。

【延伸探究】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

不計入教學時數。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公Ab-IV-1 民主國家中權力與權利的差別及 
關連。

說明權力是支配的力量，權利則是免於人們受到權

力濫用的傷害，確保生存尊嚴，並能促進公共利

益；消極權利與積極權利的說明並重。

公Ca-IV-2 行政機關在政策制定前，為什麼應
提供人民參與和表達意見的機會？ ─

公Bb-IV-1 除了家庭之外，個人還會參與哪些
團體？為什麼？

說明公民有權成立或加入各種自主性的人民團體，

來保障或實踐自己的權利；擇例以國中生可能參加

的團體(包括社區組織)加以探討。

公Bb-IV-2 民主社會中的志願結社具有哪些特
徵？對公共生活有什麼影響？

著重探討志願結社的特徵及對公共生活的影響，而

非志願結社的類型。

公Ca-IV-3 中學生如何參與校園公共事務的決
策過程？ ─

公Cc-IV-1 民主社會中的政治參與為什麼很重
要？ ─

公Cc-IV-2 民主社會中為什麼常用投票來做為
重要的參與形式？ ─

公Cc-IV-3 公平投票有哪些基本原則？

─

【延伸探究】中學生有哪些政治參與的管道？

可能面臨那些限制？ ─

國中社會



八年級公民科　法律與生活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下

冊

第一課

法律的基本概念

1-1建立法治的社會
1-2法律的主要功能
1-3法律的位階

【延伸探究】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

不計入教學時數。

第二課

人民的基本權利

與義務

2-1人民基本權利的種類
2-2人民基本權利的限制
2-3憲法規定的人民基本義務

憲法與基本權利的保障搬移至與基本

權利的限制範圍移至高中介紹。

簡化憲法規定的人民基本義務。

強化說明人權保障的重要性，以及憲

法與人權保障的關係。

第三課

民法與生活

3-1民法規範的事項
3-2民法的原則
3-3民法上的行為能力
3-4民事責任

─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公Bf-IV-1 法治與人治的差異。 基於統治者和法律的關係，探討人治和法治的區

別。

公Bf-IV-2 憲法、法律、命令三者為什麼有位
階的關係？

探討憲法、法律與命令的不同效力，並比較與排列

三者的位階關係。

【延伸探究】原住民族基本法或其他基本法，

其法律位階之效力為何？和一般

的法律有何不同？
─

公Ad-IV-1 為什麼保障人權與維護人性尊嚴 
有關？ ─

公Ad-IV-2 為什麼人權應超越國籍、種族、族
群、區域、文化、性別、性傾向與身

心障礙等界限，受到普遍性的保障？

從「世界人權宣言」，擇要探討人權普世化是促進

自由、正義與世界和平不可或缺的基礎。

公Bg-IV-1 為什麼憲法被稱為「人民權利的保
障書」？ ─

公Bj-IV-1 為什麼一般契約只要雙方當事人合
意即可生效，而有些契約必須完成

登記方能生效？契約不履行會產生

哪些責任？

擇例比較兩種類型契約的不同及其理由，

並探討因為故意或過失而不履行契約時，他方可採

取的法律手段。

公Bj-IV-2 為什麼一般人能自由訂立契約，而
限制行為能力人訂立契約原則上必

須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擇例探討法律限制契約自由，有保護限制

行為能力人權益或維護公益的用意。

公Bj-IV-2 為什麼一般人能自由訂立契約，而
限制行為能力人訂立契約原則上必

須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擇例探討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的身體或物品者，

所須負擔的賠償責任。

國中社會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下

冊

第四課

刑法與行政法規

4-1刑法的意義與原則
4-2犯罪的成立
4-3刑罰的種類與目的
4-4行政法規與行政責任

罪刑法定原則搬移至高中介紹。

(Bi-V-1)
罪刑法定原主義是刑法的內涵搬移至

高中介紹

(Bi-V-2 )

第五課

權利救濟

5-1權利救濟的內涵
5-2權利救濟的途徑
5-3別讓自己的權利睡著了

─

第六課

少年的法律常識

6-1常見的少年犯罪
6-2少年事件的處理
6-3其他保護少年的法律

【延伸探究】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

不計入教學時數。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公Bi-IV-1 國家為什麼要制定刑法？為什麼行
為的處罰，必須以行為時的法律有

明文規定者為限？

探討刑法制定的目的，以及罪刑法定主義的意義與

重要性。

公Bi-IV-2 國家制定刑罰的目的是什麼？我國
刑罰的制裁方式有哪些？

探討刑罰可預防、處罰及矯正犯罪的功能，並擇要

討論我國刑罰的主要制裁方式。

公Bh-IV-1 為什麼行政法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
相關？為什麼政府應依法行政？

探討行政法的意義，及政府應依法行政的理由，並

以實例說明人民在行政法中的權利與義務。

公Bj-IV-5 社會生活上人民如何解決民事紛爭？
這些解決方法各有哪些優缺點？

公Bi-IV-3 在犯罪的追訴及處罰過程中，警察、
檢察官及法官有哪些功能與權限？

說明刑事訴訟程序主要有偵查與審判二部分，並擇

要探討警察、檢察官和法官在程序中的功能與權

限。

公Bh-IV-2 人民生活中有哪些常見的行政管
制？當人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可

以尋求行政救濟的意義為何？

著重以我國實例說明。

公Bk-IV-1 為什麼少年應具備重要的兒童及少
年保護的相關法律知識？我國制定保

護兒童及少年相關法 律的目的是什
麼？有哪些相關的重要保護措施？

探討我國為保護兒童及少年而制訂的相關法律之理

念與精神，可包括兒童權利公約及其施行法(含一
般性意見書)、勞動基準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或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等。

【延伸探究】我國制定保護兒童及少年的相關

法律，對兒童及少年來說，是保

護或是限制？
─

國中社會



九年級公民科　經濟生活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上

冊

第一課

選擇與消費

1-1經濟問題的產生
1-2選擇與機會成本
1-3消費者與消費行為
1-4消費者權益的保障

強化資源分配的方法與利弊。

新增經濟學概念──誘因。

第二課

生產與利潤

2-1生產要素
2-2生產者的課題
2-3生產者的目的是獲取利潤

強化價格如何影響生產者和生產行為。

強化廠商的競爭行為。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公Bl-IV-1 個人與家庭為什麼需要做選擇？如
何選擇？

1.從日常生活出發，探究經濟學中所稱的資源。
2.從資源有限且有多種用途的觀點，說明選擇的必
要。

公Bl-IV-2 如何計算某項選擇的機會成本？ 在面對某資源只有兩項用途時，分別說明選擇這兩

項用途的機會成本。

公Bl-IV-3 如何使用機會成本的概念來解釋選
擇行為？ ─

公Bl-IV-4 價格如何影響資源分配？ 使用機會成本的概念，探討價格變動如何影響人的

選擇。

公Bl-IV-5 不同分配資源的方法，各有哪些有
缺點？

舉例說明家庭與學校裡資源分配的方法，並比較不

同分配方法的利弊。

公Bm-IV-1 家庭與學校如何透過誘因影響學生
的行為？

1.從日常生活出發，探究經濟學中所稱的誘因，包
含正向誘因與負向誘因。

2.舉例說明家庭與學校所提供的金錢誘因與非金錢
誘因。

公Bm-IV-2 為什麼不同人對同一誘因的反應 
不同？

探討同樣的誘因對不同人可能產生不同的影響。

公Cf-IV-1 廠商間的競爭對消費者有何影響？

─

公Cf-IV-2 廠商可能的競爭方式有哪些？ 擇例探討家庭與學校附近，商家常見的競爭方式，

包括價格與非價格競爭。

公Cf-IV-3 為什麼新廠商越容易加入某一市
場，則該市場的競爭程度越高？ ─

國中社會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上

冊

第三課

市場與貨幣

3-1市場與經濟活動的循環
3-2市場價格的形成
3-3貨幣的發展與功能

簡化市場價格如何決定

市場機能的形成搬移至高中介紹。

(Ce-V-1、Ce-V-2)

第四課

分工與貿易

4-1分工合作的社會
4-2分工的原理
4-3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

強化交易的原因與利益。

第五課

家庭的經濟生活

5-1就業與失業
5-2家庭經濟的規畫
5-3建立理財觀念

強化勞動參與。

簡化理財與投資的方法。

強化性別不平等的現象。

第六課

企業經營與永續

發展

6-1企業的型態
6-2企業的社會責任
6-3綠色經濟與永續發展

課綱未特別提及企業的型態及企業的社

會責任。

課綱未特別提及綠色經濟與永續發展。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公Bp-IV-1 貨幣為什麼會出現？ 擇例探究人類曾使用過那些物品作為貨幣，並分析

其具備的特性與功能。

公Bp-IV-2 使用儲值卡和使用貨幣的差異。
─

公Bp-IV-3 使用信用卡與儲值卡的差異。
─

公Bp-IV-4 買賣外幣通常透過銀行，哪些人會想
要買外幣？哪些人會想要賣外幣？

說明匯率是指1單位外國貨幣可以交換多少新臺
幣，並擇例討論。

公Bn-IV-1 個人與家庭如何解決食衣住行的 
需求？

舉例說明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有一些是自行生產

的，有一些是交易而來。

公Bn-IV-2 人為什麼從自給自足轉向交易？ 從成本或品質擇例探討。

公Bn-IV-3 自願的交易為什麼對雙方都有利？ 從商品價格的角度擇例探討。

公Bn-IV-4 臺灣開放外國商品進口的利弊。 從生產該產品的本國廠商與本國消費者的角度擇例

探討。

公Cd-IV-1 為什麼勞動參與是重要的？ 探討家務勞動與市場勞動對個人與社會的重要性，

強調勞動並非僅為賺取薪資。

公Cd-IV-2 家務勞動的分擔如何影響成員的個
人發展與社會參與？其中可能蘊含

哪些性別不平等的現象？
─

公Cd-IV-3 為什麼需要立法保障公平的市場勞
動參與？

從雇主相對擁有較多權力與資源的角度，探討立法

保障受僱者的工作權、勞動條件、職場安全衛生及

就業安全等勞動權益的理由。

國中社會



九年級公民科　全球化與國際社會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下

冊

第一課

全球化時代的

來臨

1-1全球化的意義
1-2全球化下的資訊社會
1-3全球化對文化的影響

─

第二課

科技發展與科技

倫理

2-1資訊科技與資訊倫理
2-2生物科技與生命倫理
2-3智慧財產的保障與分享

新增科技發展對中學生參與公共事務

的影響。

【延伸探究】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公Dd-IV-1 可以用哪些現象或議題來理解「全
球化過程」？ ─

公Dd-IV-2 全球化帶來哪些影響？人們有哪些
回應和評價？

擇例討論不同區域或群體受全球化之影響有差異，

避免片面推崇全球化。

公Cb-IV-1 民主社會的公共意見是如何形成
的？有什麼特性？

探討民主社會如何經過反覆的公開自由辯論而形成

公共意見，且形成之後仍具有變動性。

公Cb-IV-2 媒體與社群網路在公共意見形成的
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閱聽人如

何覺察其影響？

─

公Dc-IV-1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文化差異的 
例子？

擇例探討種族、族群、移民、性別、性傾向、身心

障礙或信仰等群體之生活經驗和生命歷程的差異，

並須避免刻板類型化。

公Dc-IV-2 不同語言與文化之間在哪些情況下
會產生位階不平等的現象？為什麼？

以臺灣不同語言和不同群體的文化擇例探討，包括

族群、移民、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或信仰等。

公Dc-IV-3 面對文化差異時，為什麼要互相尊
重與包容？

擇例探討文化多樣性的益處，以及缺乏尊重的負面

影響。

公De-IV-1 科技發展如何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

公De-IV-2 科技發展對中學生參與公共事務有
什麼影響？ ─

【延伸探究】日常生活中，國中學生如何因應

科技帶來的風險？ ─

公Bj-IV-4 智慧財產權為什麼需要保障？日常生
活中，如何合理使用他人的著作？侵

害著作權須負的法律責任有哪些？

討論智慧財產權的基本意涵及保護智慧財產權的目

的，並擇例探討學生如何合理使用他人的著作，以

及侵害著作權須負的法律責任。

國中社會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下

冊

第三課

國際社會與國際

組織

3-1國際社會的互動
3-2國際組織的組成
3-3國際組織的功能
3-4我國的國際參與

簡化國際組織的組成。

簡化國際組織的功能。

強化臺海兩岸關係對我國的國際參與

的影響。

第四課

世界公民

4-1全球關心的議題
4-2世界公民的責任

課綱特別指出當代公共議題有民主、

正義、多元。

民主社會的理想及現實探討公平正

義、社會安全、多元文化與全球關

聯。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公Dd-IV-3 臺海兩岸關係對我國的國際參與有
什麼影響？

以貼近國中學生生活經驗之具體實例，探討「一中

原則」對我國國際參與之影響。

公Da-IV-1 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公不公平」有
哪些例子？考量的原理或原則有哪

些？

從利益、負擔、貢獻與需求等不同角度，探討日常

生活中，人們如何判斷是否公平。

公Da-IV-2 日常生活中，個人或群體可能面臨
哪些不公平處境？

探討結構性或非結構性因素所造成的個人或群體

(族群、性別、性傾向或身心障礙等)之排除、剝
削、暴力與無助感。

公Da-IV-3 日常生活中，僅依賴個人或團體行
善可以促成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

嗎？

擇例分析善行並不完全等同公平正義的實現。

公Db-IV-1 個人的基本生活受到保障，和人性
尊嚴及選擇自由有什麼關聯？

─

公Db-IV-2 為什麼國家有責任促成個人基本生
活的保障？

─

公Dc-IV-1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文化差異的例
子？

以實例說明種族、族群、移民、性別、性傾向、身

心障礙或信仰等群體之生活經驗和生命歷程的差

異，並須避免刻板類型化。

公Dc-IV-2 不同語言與文化之間在哪些情況
下會產生位階不平等的現象？為什

麼？

以臺灣不同語言和不同群體的文化擇例探討，包括

族群、移民、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或信仰等。

公Dc-IV-3 面對文化差異時，為什麼要互相尊
重與包容？

擇例探討文化多樣性的益處，以及缺乏尊重的負面

影響。

公Dd-IV-1 可以用哪些現象或議題來理解「全
球化過程」？

─

公Dd-IV-2 全球化帶來哪些影響？人們有哪些
回應和評價？

擇例討論不同區域或群體受全球化之影響有差異，

避免片面推崇全球化。

公Dd-IV-3 臺海兩岸關係對我國的國際參與有
什麼影響？

以貼近國中學生生活經驗之具體實例，探討「一中

原則」對我國國際參與之影響。

國中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