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屆會考公民科主題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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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施創譯

歷屆會考主題

自 103年會考以來，公民科的命題範圍可分
為個人、社會生活、政治、法律、經濟及全球

關連和統整篇六個區塊，歷屆會考的概念集中

於政治、法律和經濟篇。111年會考範例試題卻
在社會生活篇有更多的著墨，題數與政治、法

歷屆會考重要概念

本文進一步針對個人、社會生活、政治、法

律、經濟及全球關連和統整篇六大區塊的知識

點進行細分，彙整自 103∼ 110年會考及會考
補考考題，以及 111年由心測中心公布的範例
試題，針對公民科考題出現過的概念進行整理，

試著找出會考的可能趨勢。先將各知識點的命

題數目進行加總，在共計 11份會考考題 (含

律篇不相上下，甚至還超過經濟篇，是否因為

新課綱在社會生活篇的內容有所增加？還是因

為社會生活更容易進行生活化的命題而增加？

或是試題強調跨科概念，而社會生活的內涵容

易搭配？

111年範例 )中，出現次數愈多者，代表命題機
率愈高，並將之分類為大於 5題 (出題機率極
高 )、等於 5題 (出題機率高 )、出過 3或 4題
(有機率出題 )等三種類型。至於歷屆出題次數
小於 2次以下的概念，由於命題機率較低且難
以預測，受到篇幅限制，故將其歸類於「低出

題機率」，在此將其省略以進行分析。

命題概念

公 民 與 社 會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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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篇」的考題取材集中在「親屬關係」，

而「馬斯洛需求理論」、「性別 (法規和刻板
印象 )」、「家庭暴力」出現的頻率也不低，代
表過去會考相當重視這幾個概念。

「社會生活篇」的考題取材集中在「文化」、

「高齡化與少子化」，而「社會正義」、「社

會變遷」和「社會規範」出現的頻率也不低，

代表過去會考相當重視這幾個概念。

「政治篇」的會考題環繞在「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外部效果」、「政治參與和選舉」、

「政府的經濟職能」等概念。此外「國家要素」

與「政黨」也占有一定的分量。

「法律篇」的會考題環繞在「基本權利」、「行

為能力與責任能力」、「行政法」、「行政責

任與處分」、「訴訟程序」、「民法非訟程序 (和
解調解 )」等概念。此外在「法院人員」和「少
年法律」也占有一定的分量。

「經濟篇」的考題集中在「機會成本」、「生

產與利潤」、「需求法則」和「比較利益」等

概念，其他概念如「預期心理」、「國際貿易」、

「匯率」，在歷年會考平均出現 1∼ 2題。
「全球關連和統整篇」的考題，則多集中在

「資訊與媒體」、「國際組織」和「公民與公

共利益」。

主題 >5題 =5題 =3或 4題

個人篇 親屬關係 ─

馬斯洛需求理論
性別議題
家庭議題
校園議題
社區

社會生活篇
文化
少子化與高齡化

─
社會變遷
社會規範

政治篇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外部效果
政治參與和選舉
政府的經濟職能

國家要素 政黨

法律篇

基本權利
行政法
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
民法非訴訟程序
訴訟程序

刑法原則
法院人員
少年法律

經濟篇
生產與利潤
需求法則

機會成本 比較利益

全球關連
和統整篇

─ ─
資訊倫理
媒體議題

▲ 公民科重要概念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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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學習內容
（留意新增概念）

歷屆會考常見概念

111 年會考命題焦點新課綱公布後，許多老師和學生都

想知道「會考要考什麼」或「會考的

重點在哪裡」。上述文章已分析出歷

屆會考的核心概念 (知識點 )，但過往
常見的考點，可能在新課綱有所修訂。

因此，還需要搭配新課綱的學習內容

進行檢核，排除過去常見，但未來不

太可能再出現的考試概念，並且列出

新課綱新增或需要特別注意的概念，

找出 111年會考的命題焦點，提供老
師備課或同學準備會考的需求。

新課綱所帶來的變化

個人與社會

在新課綱的學習內容中，「親屬關係」、「性

別議題」、「社會團體」、「社會規範」、「多

元文化」和「社會安全 (社會正義 )」仍然是教
學的核心概念。「家庭暴力」和「家庭類型」

可被歸類在「平權家庭」中，「會議規範」則

包含在「學生權利」中，「社區」則是和新綱

新增的「部落」有更多的連結和討論，都是 111
年會考可以關注的焦點。

此外，新綱強調「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和

「公平正義」等議題，比起歷年會考 1∼ 3題
的題數配置，新綱賦予這些議題更多和其他概

念連結的可能性。雖然「馬斯洛需求理論」是

過去考試的重要概念，但新綱沒有對應的條目，

有很大的機會不再出現。

國家社會

新課綱的學習內容中，「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政治參與」、「法律與訴訟」等

概念，仍然是 111年考題的核心部分。
新課綱「國家要素」的焦點在國家和政府的

區分，「民主政治」的內容強調「民主治理」

的面向，同時增加行政法相關概念的時數，學

生需要對行政法的內涵有更多的認識和理解。

至於「外部效果」、「政府的經濟職能」與「政

黨類型」，則在國中學習階段刪除，相關知識

概念移到高中階段學習。

經濟與全球關連

在新課綱的學習內容中，「機會成本」、「生

產與利潤」仍會是考試重要的概念。然而，111
年會考範例題並沒有「機會成本」的題目，而

是出現新課綱「誘因」及「廠商競爭」的試題。

新課綱的「專業分工」、「市場競爭」、「資

源分配」、「廠商競爭」、「貨幣」等內容，

雖然與舊課綱的概念有所連結，但仍有些許不

同，需要特別注意。

新綱新增「勞動參與」的議題，將「智慧財

產權」併入《民法》中，「資訊與媒體」擴充

出「公共意見」，而「全球關連」更包含兩岸

關係，都是準備會考時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至於「供需曲線」與「比較利益」已從國中

階段刪除，改至高中階段學習。「市場與經濟

活動的循環」、「家庭的經濟生活」、「企業

經營與永續發展」亦沒有對應的學習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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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題型

重視資料解讀

社會科的圖表題型大約占總題數的50∼
70%，比例有逐年上升的趨勢。然而，許多
圖表同時搭配詳細的文字描述。換言之，文

字閱讀仍然是會考的基礎。

公民科並沒有如社會科整體的特色，以圖

表題為主，數年的圖表題比例都略低於文字

題，僅少數幾年高於文字題，代表公民科的

描述仍以文字描述為主。若搭配概念進行分

析，可以發現多數的圖表題都屬於經濟篇的

範疇，因此面對公民科，仍必須以文字閱讀

和理解作為最核心的準備模式來進行。例

如：110年會考第42題(通過率0.68)，題幹提
供文字描述，請學生加以判斷。

(  B  ) 42. 圖(十九)是一則網路新聞報導，根據圖
中內容判斷，在此案的處理過程中，

最可能會出現下列何種情況？

 (A)大法官對案件進行公平審理
 (B)檢察官主導案件的偵查工作
 (C)消保官追訴負責人的犯罪行為
 (D)書記官協助業者進行調解事宜

豪睏公司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自國

外引進聲稱具有療效的床墊販售牟

利，違反《藥事法》規定，相關單

位進行調查後，決定對該公司業務

負責人提起公訴。

消費者請注意

圖(十九)

▲110年會考第42題

強調概念的理解及運用，重圖表轉譯的能力

公民科的基本知識點與圖表之間的轉換，已成為社會生活篇與經濟篇的主流出題方式。例如：110
年會考第 28題 (通過率 0.53)、第 54題 (本刊物第 14頁 )，利用「圖表」及「情境描寫」作為考題題幹，
應是未來會考試題的特色。

▲公民科文字與圖表題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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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28. 金芳工廠評估三種營運策略的收支情
況，如表(四)所示。若僅考量利潤，該工
廠的最佳選擇是「維持現狀」，且此選

擇的機會成本是「增產乙產品」。根據

上述內容判斷，表中「☆」處的數值，

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110年會考第28題

 (A) 80 (B) 70 (C) 60 (D) 50

營運策略 銷貨收入 生產成本

增產甲產品 120 90

增產乙產品 105 ☆

維持現狀 80 40

單位：萬元 / 月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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