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強國中 綜合活動科 考試卷 七 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1. （ ）每個人都有自己學習的理由，下列哪一位同學的理
由不能正向激發學習動力？ (A)小芳：為了讓自
己的生活更有樂趣 (B)小豪：增加自己的語文能
力，結交不同國家的朋友 (C)小茹：為了讓自己
找到好工作，擁有美好的生活 (D)小力：為了避
免受到懲罰。
《答案》D
2. （ ）訂定目標時，應該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 (A)將
目標訂得越高越好，可以激發自己的潛能 (B)考
量自己的能力，擬訂具有挑戰性、適合自己的目標
(C)將目標訂低一點，以免達不到目標而感到挫折
(D)按照父母的期望訂目標。
《答案》B
3. （ ）下列哪一個人正在處理的事是屬於「重要又緊急」
的事情？ (A)姐姐在房裡整理衣服和衣櫃 (B)妹
妹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偶像劇完結篇 (C)哥哥和網
友相約一起玩線上遊戲 (D)瓦斯爐上的開水已經
沸騰了，媽媽將爐火關了。
《答案》D
4. （ ）我們可以運用「N 字法則」幫助自己做什麼？ (A)
釐清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B)決定事情的輕重緩
急，規畫工作的先後順序 (C)看清楚誰才是重要
的朋友 (D)在考試時得高分。
《答案》B
5. （ ）最近學校要舉行大隊接力比賽，班上同學紛紛為此
訂定目標以爭取好成績。下列哪一位同學所訂定的
目標最明確具體且最有幫助？ (A)加加：我希望
跑快一點 (B)卡卡：每天利用下課時間和我的前
後棒次練習接棒，培養默契 (C)利利：請媽媽星
期天帶我去買一雙新的運動鞋 (D)亞亞：比賽前
的兩個星期，每天要多讀一個小時跑步技巧的書。
《答案》B
6. （ ）《菩曼仁波切》一書中提到：「今天我要做的事非
常重要，因為我把生命中的一天和它交換。我努力
耕耘，不要損失；我選擇善良，不要邪惡；我希望
成功，不要失敗。因為我永遠記住，我為這些所付
出的是我生命中的一天。」請問：這段話是要表達
什麼？ (A)努力工作，防範風險，避免損失 (B)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C)凡事講求
盡善盡美，不許失敗 (D)時間是人生中的最大資
源，亦是最大的財富。
《答案》D
7. （ ）對於「N 字法則」，下列說明何者錯誤？ (A)是
善用時間的好方法 (B)將事情以重要性與緊急性
做區分 (C)第一優先處理的是「重要又緊急」的
事情 (D)最後處理的是「緊急但不重要」的事情。
《答案》D
8. （ ）從事不同活動時，需要不同的學習能力，下列活動
與主要的學習能力之配對，何者錯誤？ (A)與人
溝通：語言能力 (B)玩推理遊戲：邏輯能力 (C)
彈奏樂器：視覺空間能力 (D)打籃球：肢體動作
能力。
《答案》C
9. （ ）哈佛大學心理學家迦納提出「多元智慧」理論，下
列何者不包含在多元智慧中？ (A)個人內省能力
(B)視覺空間能力 (C)自然觀察能力 (D)超自然
能力。
《答案》D

10. （

）學習風格是能使個人達到最佳學習狀態的方式，下
列關於學習風格的描述何者正確？ (A)一個人只
會有一種學習風格 (B)如果可以使用擅長的學習
風格，學習成效會較佳 (C)學習風格對於學習成
效沒有任何的影響 (D)學習風格和一個人的智商
有關係。
《答案》B
11. （ ）晶晶想獨自利用樂高積木做出一個城堡，她所運用
到的是什麼學習能力？ (A)個人內省能力 (B)視
覺空間能力 (C)自然觀察能力 (D)人際社交能
力。
《答案》B
12. （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這句名言屬於多元智
慧的哪一種能力？ (A)個人內省能力 (B)存在能
力 (C)自然觀察能力 (D)人際社交能力。
《答案》A
13. （ ）下列哪一位同學在完成團體任務的過程中較沒有幫
助？ (A)領導能力良好的小玳 (B)喜歡展現個人
英雄主義的小瑁 (C)善於提供策略的小海 (D)很
會鼓舞士氣的小龜。
《答案》B
14. （ ）下列何者不屬於「領導者」展現的領導行為？ (A)
組成團隊並加以經營 (B)建立團隊中工作領域及
責任範圍的歸屬 (C)面對外界，領導者為團體的
代表 (D)為了幫助大家找到共識，不採納任何人
的意見。
《答案》D
15. （ ）當全班同學一起執行團體任務，遇到挫折時，應該
如何解決最恰當？ (A)班長說什麼就是什麼，不
可有異議 (B)開會討論對策，集思廣益 (C)各自
採用自己的方式解決 (D)只做自己的部分就好。
《答案》B
16. （ ）面對同儕壓力時，怎麼做比較恰當？ (A)確定自
己內心的想法，理性的與同學溝通 (B)如果拒絕
同學，可能會失去友誼，所以還是配合同學比較好
(C)不合理的要求就是要勇敢拒絕，即使失去朋友
也沒關係 (D)請老師出面處理，可以避免自己傷
腦筋。
《答案》A
17. （ ）以下所列減少同學衝突的方法，何者不恰當？ (A)
以同理心，站在對方立場思考 (B)無法接受同學
請求時，以委婉的態度拒絕 (C)退一步，海闊天
空 (D)堅持自己的說法不退讓。
《答案》D
18. （ ）下列哪一種班級氣氛無法對人產生正面的影響力？
(A)同學之間喜歡互相競爭，對於成績斤斤計較
(B)每個人都願意為班上付出，重視團體的榮譽
(C)同學之間會互相幫忙、互相鼓勵 (D)每位同學
都努力向上，認真學習。
《答案》A
19. （ ）愛班行動並非一蹴可幾，落實愛班行動時，下列該
注意的事項何者不適宜？ (A)不輕言放棄 (B)適
時檢視與修正目標 (C)相信自己與同學一定辦得
到 (D)由出身富裕家庭的同學出錢出力。
《答案》D
20. （ ）以下哪一位同學的行為表現，可以作為班級的模
範？ (A)對於班級事務不發表意見的合貞 (B)做
事積極，喜歡挑戰不可能的宣旼 (C)上課愛聊天
的俊瀚 (D)對待同學虛情假意、愛推託的映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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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21. （ ）製作「愛的小書」可以喚起許多與家人共度的愉快
回憶，下列哪些物品適合作為製作「愛的小書」的
材料？ 甲、照片；乙、具紀念意義的禮物；丙、
卡片。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甲乙丙。
《答案》D
22. （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所以與家人相處時應
該要如何，下列何者不適宜？ (A)清晰表達感受
(B)適當控制情緒 (C)由第三者傳話，不直接溝通
(D)尊重家人不同的想法。
《答案》C
23. （ ）李洋正與同組同學討論簡化家事的小妙方，下列哪
一位同學提出的建議不是好方法？ (A)李洋：利
用收納櫃分類衣物 (B)哲輝：抽油煙機的油杯可
用保鮮膜套住，便於清理 (C)宏傑：提高自己的
髒亂忍受度 (D)振珽：用「好神拖」拖地，拖得
乾淨，而且不需用手擰乾拖把。
《答案》C
24. （ ）俊安想要為家人擬定適當的家事工作計畫，他在安
排工作計畫時，需要注意什麼事？ (A)彼此有關
連的工作可歸類於同一時段內完成 (B)在同一時
間內從事兩項以上的工作，以節省時間 (C)家人
一起擬訂每日及每週計畫的程序，並共同分擔工作
(D)以上皆是。
《答案》D
25. （ ）下列關於飲食習慣的敘述，何者正確？ 甲、飲食
習慣是指人們對食品和飲品的偏好；乙、飲食習慣
和身體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丙、飲食習慣會受到
地域、物產、文化歷史的影響。 (A)甲乙 (B)甲
丙 (C)乙丙 (D)甲乙丙。
《答案》D
26. （ ）在自助餐選擇食物時，怎麼選擇比較健康？ (A)
盡量挑選六大類食物，以達營養均衡 (B)多選擇
油炸食物，以補充身體需要的脂肪 (C)國中生正
在發育，應該多吃肉、少吃菜 (D)挑自己愛吃的
菜。
《答案》A
27. （ ）下列何者較符合健康的飲食？ (A)展宏：睡前三
小時吃紫米飯糰 (B)文哲：吃糙米飯代替精製白
米飯 (C)雅晴：晚上九點吃碗牛肉麵 (D)子維：
吃口味較重的食物，如麻辣火鍋或鯖魚番茄罐頭。
《答案》B
28. （ ）健康飲食中的「三低一高」是指什麼？ 甲、高水
分；乙、高礦物質；丙、高纖維；丁、低油；戊、
低蛋白；己、低辣；庚、低鹽；辛、低碳酸；壬、
低糖。 (A)丙丁庚壬 (B)甲丁庚壬 (C)丙丁己壬
(D)乙丁辛壬。
《答案》A
29. （ ）為了營養均衡，每日需攝取各種不同顏色的蔬果。
下列何者是綠色蔬果？甲、四季豆；乙、胡蘿蔔；
丙、茄子；丁、番茄；戊、波菜；己、番薯葉；庚、
黑木耳。 (A)甲丁庚 (B)甲戊己 (C)乙戊己 (D)
丙丁庚。
《答案》B
30. （ ）一年信班正在家政教室上烹飪課，各組正在清洗蔬
果，哪一位同學的清洗方式錯誤？ (A)詠然：直
接將蔬果泡在水盆中 (B)皓晴：以軟毛刷清洗小
黃瓜 (C)政鵬：將殘存在蔬果皺摺處的沙土及髒
汙去除 (D)吉生：將蔬果放在水龍頭下，以流動

的清水沖洗。
《答案》A
31. （ ）冠毅想把家政課學到的「涼拌小黃瓜」做給媽媽品
嘗，下列哪一項食材不適合加入這道料理中？ (A)
小黃瓜 (B)番茄醬 (C)白醋 (D)新鮮大蒜。
《答案》B
32. （ ）下列何種蔬果常見為切丁狀？ (A)紅蘿蔔 (B)番
薯葉 (C)香蕉 (D)海帶。
《答案》A
33. （ ）每一種繩結都有它的功用，下列哪一組繩結可以用
於止滑、接繩、防止繩頭鬆散？ 甲、單結；乙、
活結；丙、平結；丁、８字結。 (A)乙丙 (B)甲
丁 (C)乙丁 (D)甲丙。
《答案》B
34. （ ）平結的特色是使完成的結面不會凸起，它適合運用
在什麼地方？ 甲、適用於包紮結束固定；乙、用
布包裏物品；丙、手帕打上平結，可以裝飾家裡的
生活用品。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甲
乙丙。
《答案》D
35. （ ）孟竹正與其他同學討論繩索的保養及保管，哪一位
同學的說法錯誤？ (A)孟竹：繩索使用前後，一
定要清點、檢查 (B)青陽：不要直接將繩索放在
地上 (C)彥成：繩索使用過後，要以清水洗乾淨
(D)茂傑：不要踐踏繩索。
《答案》C
36. （ ）映竹想將兩條粗細、材質相同的繩子連接起來，應
該運用哪一種繩結連接兩條繩子？ (A)平結 (B)
８字結 (C)活結 (D)雙套結。
《答案》A
37. （ ）書豪腳上的籃球鞋帶，最有可能採用下列何種繩結
固定？ (A)平結 (B)接繩結 (C)雙套結 (D)活
結。
《答案》D
38. （ ）下列哪位人物說得正確？ (A)萬庭：童軍繩很堅
固，渡河後可立即拿來固定物品運送 (B)智凱：
只要不使泥沙進入，踐踏繩索也沒有問題 (C)合
貞：溼繩子直接放在太陽下晒乾即可 (D)婞淳：
不要使用末端未打結固定的繩索，比較安全。
《答案》D
39. （ ）生存技巧猶如一個堆疊的金字塔，在求生金字塔
中，應該包含什麼項目？ 甲、裝備：急救藥品、
備用糧食等；乙、訓練：經由練習熟悉各項緊急應
變技能，在緊急時能正確操作；丙、知識：知道保
存生命的基本條件，了解正確的應變知識；丁、意
志力：強烈堅定的求生信念，為了活下去，能克服
萬難，絕不放棄。 (A)甲乙丙 (B)甲丙丁 (C)
乙丙丁 (D)甲乙丙丁。
《答案》D
40. （ ）地震發生時，下列所採取的行動何者正確？ (A)
為了迅速逃生，以搭電梯逃生為佳 (B)如果在室
內，一定要保護頭部，避免懸掛物、雜物掉落 (C)
千萬不要往空地跑，以免天崩地裂 (D)在廚房煮
飯時，爐火可先放著不管，趕緊逃生為上。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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