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強國中 綜合活動補考八 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1. （  ）隨著科技進步，現代化爐具為野外炊事增添了更多

可能性，下列關於現代化爐具特色的描述，何者錯

誤？ (A)炊煮快捷、輕鬆 (B)降低用火對環境的

破壞 (C)質輕且效能高 (D)可體驗生火樂趣。 
《答案》D 
2. （  ）童軍課，大家正在討論常見的現代爐具，下列哪一

位同學對現代爐具的了解是正確的？  (A)永全：

卡式瓦斯爐火力強而穩，適用各種海拔高度的露營

活動 (B)靜宜：雙口爐只能使用去漬油當作燃料 

(C)佳樺：蜘蛛爐收納後體積小、易攜帶，適用於

個人登山 (D)小榛：汽化爐是使用瓦斯罐當燃料。 
《答案》C 
3. （  ）使用卡式瓦斯爐的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甲、放

置瓦斯罐，使其與瓦斯導引架凸口密合；乙、確認

爐火可點著；丙、確認開關在「off」位置，瓦斯罐

指示桿在「unlock」位置；丁、將瓦斯罐指示桿按

至「lock」，確認瓦斯罐未發出「嘁嘁」聲。  (A)
丙乙丁甲 (B)丙丁甲乙 (C)丙甲乙丁 (D)丙甲

丁乙。 
《答案》D 
4. （  ）關於爐具操作的基本常識，下列何者正確？  (A)

爐具使用完畢後，要適當清潔爐具，不必等冷卻後

再收納 (B)任何爐具皆要依照使用說明書操作 

(C)使用時，將爐具放置於平坦密風處 (D)瓦斯罐

可放在陽光直接照射的地方。 
《答案》B 
5. （  ）書彥週休二日要和家人一起去露營，他們準備野炊

食材時應該注意什麼事情？  甲、食材的準備要留

意營養是否均衡；乙、選購新鮮的魚、肉；丙、盡

可能準備多一點食材。  (A)乙丙 (B)丙丁 (C)
甲丁 (D)甲乙。 

《答案》D 
6. （  ）貓頭鷹小隊正在討論野炊祕笈的內容，哪一位小隊

員的發言最適合被寫入野炊祕笈中？  (A)佳樺：

在野外烹調食物，營養衛生是最重要的 (B)筱
湘：可準備保健食品，搭配食物一起吃 (C)書彥：

菜量要估多一點，反正吃不完可以就地掩埋當肥料 

(D)映竹：食物只要煮熟就能吃，不必講究烹調方

式。 
《答案》A 
7. （  ）下列關於野炊菜單設計原則的敘述，何者正確？  

(A)食材要以含有蛋白質的魚、肉為主，才能補充

體力 (B)料理時，必須多油多鹽，食物才會美味 

(C)依人數與食量估算食材的購買量，盡量減少廚

餘 (D)一分錢一分貨，採購高價位食材，食物的

品質才有保證。 
《答案》C 
8. （  ）下列何者是野炊使用的食材須特別注意的？  甲、

食材分量；乙、精緻調味；丙、營養衛生；丁、料

理手續簡便。  (A)甲乙丁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丁。 
《答案》C 
9. （  ）關於野外炊事的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A)

昇豪：餐具洗淨後要立刻收起來，不用晾乾 (B)
部蕾：垃圾到最後再一次收乾淨即可 (C)巧達：

垃圾全部丟在同一個袋子就好 (D)薰妤：預備料

理的食材要注意放置點，避免蟲蟻。 
《答案》D 

10. （  ）貓頭鷹小隊正在討論露營規畫原則，下列哪些小隊

員提出的意見適合訂為露營規畫原則？甲、書彥：

人數分工先確認；乙、俐苓：妥善安排器具全；丙、

佳樺：安全顧慮要縝密；丁、俊穎：電玩漫畫露營

趣。  (A)甲丙丁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
乙丙。 

《答案》D 
11. （  ）下列關於露營規畫原則的敘述，何者錯誤？  (A)

事前應查詢營地相關資訊，進行預訂或洽租等相關

事宜 (B)露營要有冒險精神，事先不需擬訂計

畫，到時見機行事即可 (C)可選擇交通便利的營

地 (D)安排動靜皆宜的相關活動。 
《答案》B 

12. （  ）下列哪一位同學在戶外進行活動時的態度是正確

的？  (A)將垃圾放進山谷中的永全 (B)在樹幹

上刻字留念的秉宏 (C)處處留心，降低活動對環

境衝擊的書彥 (D)將未食用完的食物掩埋在樹下

當肥料的筱威。 
《答案》C 

13. （  ）下列何者是企畫露營時須考量之處？  甲、露營主

題；乙、露營地點；丙、露營時間；丁、活動對象；

戊、經費預算。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乙

丙丁戊 (D)丙丁戊。 
《答案》C 

14. （  ）二年愛班的同學正在討論「朋友」的定義，下列哪

一位同學的定義比較符合對真正的朋友應有的期

待？ (A)俊明：朋友是我的提款機，當我缺錢時

可以借我錢 (B)志瑋：朋友是我的出氣筒，當我

生氣時，可以成為我發洩的對象 (C)俐苓：朋友

是我的開心果，當我難過時，可以逗我開心 (D)
永全：朋友是我的應聲蟲，支持我的任何想法。 

《答案》C 
15. （  ）下列哪一位同學對好朋友的定義具有迷思？  (A)

珍珍：即使是好朋友，也不能隨意開玩笑，要互相

尊重 (B)書彥：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朋友的權

利，不能要求好朋友不和其他人交朋友 (C)俊
明：近朱者赤，好朋友的功課一定要比我好，對我

才有幫助 (D)永全：即使是好朋友，也要尊重對

方的隱私權，才不會造成彼此的傷害。 
《答案》C 

16. （  ）「朋友不曾孤單過，一聲朋友你會懂，還有傷，還

有痛，還要走，還有我」，從歌曲中對友情的描述，

下列何者非真正的朋友具有的特質？  (A)在朋友

有需要的時候適時陪伴 (B)會給予朋友強而有力

的支持 (C)懂得朋友的傷痛，給予安慰和鼓勵 

(D)考試時協助你作弊。 
《答案》D 

17. （  ）從電影《艋舺》中，我們可以發現，光靠「義氣」

是無法建立堅固的友誼，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與人建

立真正的友誼？  (A)生日時，一定要送朋友禮物 

(B)吵架時，一定不能先開口認輸 (C)一定要知道

朋友的所有祕密 (D)不在背後談論朋友的是非。 
《答案》D 

18. （  ）人人都想成為受歡迎的對象，但如果方法錯誤，反

而會害自己出盡洋相，下列關於受人歡迎的做法何

者錯誤？  (A)小丸子：應該要盡量隱藏自我，迎

合同學們的喜好  (B)小玉：時常面帶微笑，說話

親切有禮  (C)丸尾：熱心助人，但也要量力而為  
(D)花輪：適時的展現自己的才藝，面對他人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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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謙虛的回應。 
《答案》A 

19. （  ）下列關於「網路交友」的描述，何者有誤？  (A)
網路交友不受時空限制，可結交世界各國的朋友 

(B)人在網路上比較勇於表達自己，所以網路交友

比較能真實看清對方 (C)網路交友可同時與多人

交談，能夠認識更多的人 (D)網路世界的身分可

以虛構及掩飾，增加網路交友的危險性。 
《答案》B 

20. （  ）網路交友需要注意的事很多，下列哪一位同學的行

為符合網路交友的安全守則？  (A)瞞著家人跟網

友見面的娟娟 (B)不公開個人資料的俐苓 (C)單
獨和網友去唱 KTV 的書彥 (D)把真實姓名和家

裡電話告訴網友的珍珍。 
《答案》B 

21. （  ）網路交友已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社交方式，關於網路

交友的優點，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網路交友

不須負任何言論責任，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B)網
路交友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人認識交流，進而增廣見

聞  (C)網路交友不須透露真實姓名，因此沒有任

何危險  (D)網路交友可以隨意散布謠言，而不需

負法律責任。 
《答案》B 

22. （  ）「我能解決問題」模式包含幾項重要的技巧：甲、

產生多種替代方法；乙、察覺自己和對方的感受；

丙、澄清問題；丁、預測執行的後果；戊、做出最

佳的決定。其操作流程為何？  (A)乙甲戊丁丙 

(B)戊丙乙甲丁 (C)丙乙甲丁戊 (D)乙丙甲丁戊。 
《答案》C 

23. （  ）解決人際問題的能力並非單一能力，以下列舉能力

中，哪些是解決人際問題所需的能力？  甲、覺知

問題存在的敏銳度；乙、溝通能力；丙、武打的能

力；丁、巧言令色的說話技巧；戊、後果與社會因

果思考能力。  (A)乙丙丁 (B)甲乙丁 (C)乙丁戊 

(D)甲乙戊。 
《答案》D 

24. （  ）面臨失落的時候，通常會經歷五個階段，分別是：

否認階段、憤怒階段、討價還價階段、放棄階段、

接納階段。下列關於「失落五階段」的描述，何者

正確？  (A)在否認階段中，人會搖擺於接納事實

與拒絕事實之間，企圖修改事實，減少事實對自己

的衝擊 (B)在討價還價階段會情緒高漲、容易發

脾氣 (C)在憤怒階段人會不願相信事情真的發生

了，不想去看、去聽、去接觸 (D)在接納階段中，

人們才終於找到失落的正面意義。 
《答案》D 

25. （  ）下列哪一種人生態度積極正面？  (A)生命，那是

自然賦給人類去雕琢的寶石 (B)生命，建築在痛

苦之上，整個生活貫穿著痛苦 (C)生命在疾弛

著，生命在衰敗著，生命像荷葉上的一顆露珠 (D)
生命短暫，我們的歲月像太陽一樣匆匆而去。 

《答案》A 
26. （  ）下列關於生命價值的描述，何者錯誤？  (A)每個

人的生命價值要靠自己追求創造 (B)發現生命價

值，是人生中要不斷追尋的問題 (C)有些人輕易

就可以發掘生命價值，有些人需要歷經多次的試

煉，生命的價值才會顯現 (D)每個人面對相同的

事件都會發展出相同的生命價值。 
《答案》D 

27. （  ）挫折是生命中無可避免的經驗，我們應該如何面對

它？  (A)不要理會它，當它不存在 (B)發脾氣，

遷怒他人 (C)把挫折當作磨練，人生轉變的關鍵 

(D)從此一蹶不振，成為它的手下敗將。 
《答案》C 

28. （  ）上課時，老師要求同學分享失落的經驗與處理態

度，下列哪位同學面對失落經驗的態度最不適合？  
(A)霍爾：面對失落，我認為都是自己的錯  (B)蘇
菲：我會從失落經驗中記取教訓  (C)馬魯克：我

會向他人訴說面對失落經驗的心情，來抒發自己的

情緒  (D)卡西法：我會反省自己後，重新振作精

神。 
《答案》A 

29. （  ）人生中會經歷各種失落經驗，包括失戀、死亡等等，

面對這些大大小小的失落經驗，下列何者的態度較

不恰當？  (A)飛哥：失落經驗在所難免，不須過

度苛責自己  (B)小佛：面對感情的失落，不應以

極端的方式處理  (C)伊莎貝拉：人生雖有許多失

落，但也有許多希望與新生  (D)杜芬舒斯：死亡

是很可怕的，應該絕口不提死亡。 
《答案》D 

30. （  ）關於服裝穿著的時間、場所、場合，下列途述何者

正確？ (A)夏季服飾應力求簡潔、涼爽，避免因

汗水淋漓而顯得不安 (B)冬季服飾應力求保暖、

愈厚重愈好 (C)參加喪禮應打扮得光鮮亮麗 (D)
參加婚禮應穿著隨性，展現自己的個性。 

《答案》A 
31. （  ）合宜的服裝色彩會使氣色看起來較佳，下列關於色

彩在服裝上的運用，何者敘述有誤？  (A)與膚色

相同或對比的色彩會強調其膚色 (B)高彩度的顏

色因顏色強烈，會使膚色看起來較淺 (C)膚色偏

黑的人應穿著黑色衣物，膚色才不會顯得暗沉 (D)
灰暗色系容易使膚色看起來乾燥。 

《答案》C 
32. （  ）不同的場合會有不同的穿著需求，下列關於各種場

合與穿著需求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參加正式

場合，衣著首重禮儀，應端正整齊，不能太過休閒

或隨便 (B)喪禮是嚴肅的場合，穿著不妨花俏一

些，沖淡凝重的氣氛 (C)夏天氣溫很高，應穿著

背心、短褲，以免穿太多而熱得中暑 (D)逛百貨

公司的時候，最好穿著高級套裝及華麗的高跟鞋，

才會被專櫃小姐當成重要的客人好好招待。 
《答案》A 

33. （  ）以正確的方法清洗衣物，可讓衣物常保如新，下列

關於衣物清洗步驟的敘述，何者有誤？  (A)清洗

前應先檢查口袋裡是否有雜物，或衣服是否破損 

(B)比較髒的領口、袖口可先噴衣領精或先抹肥皂

刷洗 (C)如果要手洗，須選擇適合的清潔劑；如

果用機器洗，衣物要放平均 (D)烘衣機適用於任

何一種材質的衣服，所以清洗後，所有衣物都可以

直接放進烘衣機烘乾。 
《答案》D 

34. （  ）在衣物的洗燙處理標示中，除了說明應以何種方式

洗滌，也會告知該件衣物適合哪一種晾晒、烘乾及

熨燙方式，下列關於衣物洗燙處理標示的說明，何

者正確？  (A) 表示衣物脫水後應懸掛滴乾 

(B) 表示可使用任何漂白劑 (C) 表示衣物

可熨燙，但最高溫度不可超過 150℃ (D) 表示

衣物可用機器翻滾烘乾，最高排風溫度 60℃。 
《答案》D 

2 



詳解：(A) 表示衣物脫水後應懸掛晾乾；(B) 表示只可

使用過氧化物漂白劑；(C) 表示衣物可熨燙，但最高溫度

不可超過 110℃，避免蒸氣燙。 
35. （  ）下列關於基本手縫技巧的說明，何者有誤？  (A)

拿針與持布的方式要正確 (B)穿針時一定要使用

穿線器，徒手無法成功 (C)將布縫合時，要預留

一些縫分 (D)針對不同的狀況，需要用到的手縫

技巧不同。 
《答案》B 

36. （  ）關於各類裁縫工具，下列何者正確？  (A)手縫線

和車縫線其實一樣，只是使用在不同的地方，所以

名字不同 (B)遇到較難穿透的厚布，頂針器可以

防止刺痛手指 (C)剪布的剪刀也可使用於裁剪其

他物品 (D)針難以穿過厚布時，可使用槌子敲打

輔助。 
《答案》B 

37. （  ）珍珍正在做一個可愛的布娃娃，打算送給剛出生的

小表妹，在接近完成的階段，她將棉花塞進布娃娃

裡之後，應該運用哪一種手縫法做最後的縫合？  
(A)藏針縫 (B)交叉縫 (C)毛邊縫 (D)回針縫。 

《答案》A 
38. （  ）下列哪一句俗諺背後的意義屬於正面想法？  (A)

十個梅子九個酸，十個官兒九個貪 (B)留得青山

在，不怕沒柴燒 (C)萬般都是命，半點不由人 (D)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答案》B 
39. （  ）當負向情緒產生時，我們應該怎麼辦？  (A)面對

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B)痛恨它壓抑

它逃避它不理它 (C)喜歡它接受它愛護

它享受它 (D)面對它壓抑它處理它宣洩

它。 
《答案》A 

40. （  ）在《生命的答案，水知道》這本書中，有個對「水」

的結晶所做的實驗；若在結晶的過程中讚美它，出

來的結晶會很工整、美麗；反之，若罵它、批評它，

結晶就會雜亂不整。然而，有一種做法，會讓水產

生比被罵更醜的結晶。這讓人了解，在處理問題

時，這樣的做法對解決問題、改善情緒都沒有幫

助。請問：這不適當的做法是什麼？  (A)面對並

了解問題 (B)找人傾訴 (C)準備妥當後去對話 

(D)冷漠、不理會。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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