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立自強國中 七上綜合活動領域  補考試卷題庫 ___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 

1. （  ）小隊名具備什麼意義？ (A)象徵小隊精神 (B)小
隊長的大名 (C)喊小隊呼的時候比較方便 (D)
沒有什麼意義，都是老師取的。 

《答案》A 
2. （  ）學校生活中，會遇到來自不同背景的同學，每天和

他們共同相處、一起學習，下列哪種行為對於融入

團體生活沒有幫助？ (A)積極參與團體活動 (B)
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C)順著自己的個性，獨來

獨往 (D)幫助有困難的同學解決問題。 
《答案》C 
3. （  ）下列何者無法讓小隊精神更加凝聚？ (A)小隊名  

(B)小隊呼 (C)小隊徽 (D)小隊評判會議。 
《答案》D 
4. （  ）小民是紅鷹小隊的文書，下列何者是他應該要負責

的工作？ (A)負責小隊紀錄及活動日誌 (B)管
理小隊金錢 (C)設計小隊遊戲、表演 (D)在隊長

缺席時代理其職務。 
《答案》A 
5. （  ）討論小隊呼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A)藉由詆損

其他小隊來增加自己的信心 (B)隊呼不宜太長，

簡潔有力為佳 (C)呼喊隊呼時不要太整齊，才會

顯得有活力 (D)小隊長要帶隊呼時，直接呼喊即

可，隊員沒跟上也沒關係。 
《答案》B 
6. （  ）下列哪一位名人曾在應邀到大學演講時，表示自己

藉由服務找到接納自己的社區、有意義的公民精

神，以及尋覓多年的人生方向？ (A)美國總統 歐

巴馬  (B)籃球好手林書豪  (C)英國首相卡麥隆  

(D)棒球選手 陳偉殷。 
《答案》A 
7. （  ）發展服務學習方案，共有準備、服務、反思及慶賀

等四個階段。其中，「準備階段」該做什麼事？ (A)
思考服務帶給自己的意義是什麼 (B)透過各種管

道了解社區需求，決定要進行的社區服務主題 (C)
分享彼此的學習與成長過程 (D)選擇適合自己能

力的方式來服務。 
《答案》B 
8. （  ）在服務學習四階段中，「慶賀階段」是分享彼此的

學習與成長的過程，其主要目的是什麼？ (A)藉
由分享自己的參與和貢獻，建立自信，並激起持續

投入服務的決心 (B)藉由分享服務成果，爭取社

區及家長的支持 (C)慶祝自己完成一件大事，象

徵自己長大了 (D)藉此頒發證書，可當作將來申

請學校的加分工具。 
《答案》A 
9. （  ）瑪莎 是一位貧民區學校的老師，他決定創辦一間

學校，幫助當地無力上學的孩子。為了籌措資金，

瑪莎求見當時的企業家亨利福特，但福特無暇查證

瑪莎是否真正需要幫助，便禮貌性的給予十分美

金，希望瑪莎知難而退。瑪莎運用這十分美金買了

一些花生栽種，每年寄信向福特詳列花生收益，福

特非常驚訝，便陸續捐助逾百萬美元，使瑪莎得以

興建校舍，為更多孩子服務。請問：瑪莎最後可以

順利完成服務行動的原因是什麼？ (A)靠自己的

努力種花生賺錢，終於賺到足夠的費用蓋學校 (B)
誠心感動眾人，湧入大量捐款 (C)持續不斷努

力，不放棄爭取資源與協助的機會 (D)自己一磚

一瓦的慢慢蓋起學校。 
《答案》C 

10. （  ）曾獲選「全美二十歲世代最具影響力人物」的丹尼

徐，他在二十歲時曾在三十天內募集到三萬美元，

協助建立「歐普拉保護動物人道之家」。他曾表示

自己在這個服務行動中主要學習到什麼事？ (A)
保護動物的各項立法與政策 (B)從遊說陳情、立

法程序到公共關係、募款與民間活動的一切 (C)
如何愛護動物 (D)與動物有關的各種知識。 

《答案》B 
11. （  ）教育部於西元 2010 年開始推動「終身學習 331 活

動」，這個活動的內涵是什麼？ (A)每天至少學

習 30 分鐘、運動 30 分鐘、日行一善 (B)每週至

少運動 3 次、每次至少運動 30 分鐘、每次運動都

要達到心跳 130 下 (C)每天至少運動 30 分鐘、每

次運動都要達到心跳 130 下、每次運動完都要喝一

杯水 (D)每天早晨運動 30 分鐘、閱讀 30 分鐘、

吃一頓營養豐盛的早餐。 
《答案》A 

12. （  ）磨爾社區 被票選為全國最有礙觀瞻的社區，磨爾

國中的學生們希望可以幫助社區改善髒亂的狀

況，學生們可以擬定什麼樣的服務計畫協助社區？ 

(A)進行電磁波檢測，並進行電器正確使用、防電

磁波危害的宣導 (B)打掃社區環境，清除電線杆

上亂貼的廣告紙 (C)對獨居老人進行宣慰服務，

喚醒社區居民重視 (D)古蹟資料整理與解說服

務。 
《答案》B 

13. （  ）升上國中後，要適應的任課老師變多了，下列做法

何者正確？  (A)做自己就好，不用理會老師的想

法  (B)弄清楚每個任課老師的課堂規定  (C)上課

時盡量不要引起老師注意  (D)送禮物巴結老師。 
《答案》B 

14. （  ）下列何者為認識自我的好處？  (A)知道自己的優

缺點  (B)對將來要選擇學校或科系會有幫助  (C)
可以為自己創造發揮長處的環境  (D)以上皆是。 

《答案》D 
15. （  ）阿信 想申請獎學金，他可以向哪個處室詢問相關

訊息？ (A)教務處註冊組 (B)總務處事務組 

(C)輔導處室輔導組 (D)學務處健康中心。 
《答案》A 

16. （  ）冠佑 的學生證不見了，他應該向哪個處室尋求協

助？ (A)合作社 (B)教務處教學組 (C)教務處

註冊組 (D)生活教育組。 
《答案》C 

17. （  ）如果班上的燈管不亮了，要到哪個處室請求協助？ 

(A)教務處設備組 (B)學務處生活教育組 (C)總
務處事務組 (D)輔導室資料組。 

《答案》C 
18. （  ）負責編排各班課表、處理調課、代課等事項的處室，

是下列何者？ (A)輔導室輔導組 (B)學務處訓

育組 (C)總務處出納組 (D)教務處教學組。 
《答案》D 

19. （  ）感覺壓力很大時，可以到哪個處室尋求幫助？ (A)
輔導處(室)特殊教育組 (B)輔導室輔導組 (C)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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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生活教育組 (D)學務處健康中心。 
《答案》B 

20. （  ）總務處出納組的主要功能為下列何者？ (A)保管

學校印信 (B)採購辦公用品 (C)代收註冊代辦費 

(D)美化校園環境。 
《答案》C 

21. （  ）怪獸 身體不舒服請假一週，如果她之後要補辦請

假，要到哪個處室辦理呢？ (A)教務處 (B)學務

處 (C)總務處 (D)輔導室。 
《答案》B 

22. （  ）在周哈里窗中，代表自己知道而別人不知道的部

分，是指哪一個我？  (A)盲目我  (B)公開我  (C)
潛藏我  (D)祕密我。 

《答案》D 
23. （  ）如果希望增進別人對自己的了解，就要讓哪一個我

越來越大？  (A)公開我  (B)潛藏我  (C)祕密我

(D)盲目我。 
《答案》A 

24. （  ）關於 魯夫特 和 英格漢 所提出的每個人的自我可以

分成四個面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四個自

我狀態都有其存在意義，不需評價好壞 (B)增進

對自我的認識，「盲目我」就會越來越大 (C)「祕

密我」表示有不可告人的事 (D)經常自我覺察的

人，「盲目我」會越大。 
《答案》A 

25. （  ）學校老師經常鼓勵我們去嘗試新事物或新活動，發

掘自己的興趣和潛能，目的是要開發 (A)公開我 

(B)盲目我 (C)祕密我 (D)潛藏我。 
《答案》D 

26. （  ）魯夫特 和 英格漢 提出「周哈里窗」概念，強調每

個人的自我可以分成：公開我、盲目我、祕密我及

潛藏我。請問：童年或辛酸往事應該是屬於哪一個

我的一部分？  (A)公開我  (B)盲目我  (C)祕密

我(D)潛藏我。 
《答案》C 

27. （  ）下列何者是生涯檔案最主要的功用？  (A)炫耀自

己的豐功偉業  (B)認識自己、探索未來，作為未

來升學進路的參考  (C)記錄自己每個階段的心情  
(D)可以和好朋友交換祕密。 

《答案》B 
28. （  ）生涯檔案的編排，使用標籤指引的用意是 (A)活

潑生動 (B)方便查閱 (C)可隨時補充資料 (D)
以上皆是。 

《答案》B 
29. （  ）生活中難免有許多小困擾，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些

事情？ (A)時間會沖淡一切，困擾會隨時間消失 

(B)把一切都交給父母處理 (C)多問、多聽、多請

教有經驗的人，增強生活自理能力 (D)廣結善

緣，自然會有朋友幫我解決所有問題。 
《答案》C 

30. （  ）青春期的皮膚，若想要健康亮麗，第一步先從哪裡

做起？ (A)敷面膜 (B)擦乳液 (C)去角質 (D)
洗臉。 

《答案》D 
31. （  ）以下何者並非洗臉時所需要的物品？ (A)髮帶或

浴帽 (B)熱水或冰水 (C)臉部清潔用品 (D)毛
巾。 

《答案》B 
32. （  ）以下關於洗臉用品的敘述何者錯誤？ (A)使用洗

面劑前，敏感肌膚須先做局部測試 (B)洗臉前使

用髮帶，避免瀏海妨礙臉部清潔 (C)洗完臉後，

可用毛巾拭乾全臉 (D)洗面劑依個人膚質選擇，

中性或弱鹼性較佳。 
《答案》D 

33. （  ）關於洗髮前的梳理，下列說明何者有誤？ (A)由
前往後梳髮 (B)低頭由後往前梳髮 (C)順時針環

繞頭部 (D)以指腹按摩頭皮。 
《答案》C 

34. （  ）魔鬼氈是由瑞士工程師在西元 1948 年研發而出，

他是觀察下列何種植物而得到發明的靈感？ (A)
含羞草 (B)鬼針草 (C)昭和草 (D)牛蒡草。 

《答案》D 
35. （  ）石頭 與同學們在烹飪實作課要負責製作「三色紫

菜捲」，他們不會使用到下列哪一種器具？ (A)
漏勺 (B)蒸籠 (C)平底鍋 (D)刨絲刀。 

《答案》B 
36. （  ）以下何者不屬於「調味品」？ (A)黑胡椒 (B)辣

椒粉 (C)麵粉 (D)魚露。 
《答案》C 

37. （  ）小麗 去超級市場購物，下列加工食品中，你會建

議他不要購買哪一項？ (A)外觀完整，沒有生

鏽、膨脹或凹陷的鮪魚罐頭 (B)包裝完整，無變

色或發霉現象的泡菜 (C)因為被擠壓而變形的鋁

箔包飲料 (D)陳列於冷藏櫃中，沒有異味，且在

保存期限內的冷凍水餃。 
《答案》C 

38. （  ）小珍 買了很多馬鈴薯卻沒有立即食用，已經放到

發芽了，關於馬鈴薯，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
馬鈴薯放越久營養價值越高 (B)發芽的馬鈴薯不

可以食用，可能會中毒 (C)只要把發芽的部分挖

掉即可，還是可以食用 (D)可以放在潮溼處保存。 
《答案》B 

39. （  ）有關新鮮水果的保存，下列何者錯誤？ (A)待成

熟的水果不宜冷藏 (B)置於陰涼通風處或冷藏室

的下層 (C)趁新鮮時食用，營養含量多 (D)以塑

膠袋密封裝妥。 
《答案》D 
二、問答 

1. 班上有哪些任教的老師呢？請寫出二位老師姓名、任教科

目。 
 
 
 

《答案》請依班級任課教師給分，寫出一位給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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