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深坑國民中學 99學年度第一學期 七年級 第三次段考 公民科 

班級：    姓名：        座號：＿＿＿

(  )1. 馬拉松選手林義傑參加過許多高難度的國際比賽，

他不斷的接受挑戰，發揮自己的潛能，在每一次的

挑戰中，實現自我。請問林義傑在追求哪一項需求

的滿足？ 

(A)自我實現需求 (B)安全需求 

(C)生理需求   (D)尊重需求。 

(  )2. 成長的過程中，個人透過各種途徑學習性別角色，

下列哪個是孩童最早學習、接觸性別的途徑？ 

(A)家庭 (B)學校 (C)傳播媒體 (D)補習班。 

(  )3. 我們生活中，住家附近的人與環境和我們的生活密

切相關，與我們生活密切結合的人和地區所組成的

範圍便稱為社區。下列關於「社區」的描述何者正

確？ 

(A)社區的範圍是根據政府劃定的法定單位為主 

(B)一條街、一棟大樓的人口太少，不足以稱為社區 

(C)居民具有自動自發參與的社區意識 

(D)社區是自然的結合，涵蓋的範圍大約是一個村里

哈的大小。 

(  )4. 社會大眾往往容易對不同性別產生僵化的看法，形

成「性別刻板印象」，從觀念上怎樣可以破除刻板印

象？ 

(A)依照性別給予不同的教育方式 

(B)讓個人發展自己的興趣與才能，不受性別限制 

(C)宣揚固有傳統美德，大力推廣「男主外，女主內」 

(D)鼓勵女性擔任家務，少拋頭露面工作。 

(  )5. 近年來，政府為推動性別平等的觀念，在工作職場

方面，制定甚麼法律，來保障性別工作機會與職場

權益的平等？ 

(A)性別工作平等法 (B)性騷擾防治法 

(C)性別平等教育法 (D)民法。 

(  )6. 社會參與是指，每個人能體認到自己與社區共同關

係，一起投注關心，主動積極的參與社區事務，下

列何者為不屬於社會參與？ 

(A)發行社區刊物   (B)參加演唱會 

(C)抗議廢棄物處理場 (D)認養公園。 

(  )7. 性騷擾是指他人有意的身體碰觸，或有性別歧視或

性含意的言語或肢體行為，讓人覺得不舒服甚至厭

惡，下列有關「性騷擾」的描述何者正確？ 

(A)性騷擾只會發生在異性之間，而且是男性對女性 

(B)說黃色笑話是充滿幽默感的行為 

(C)性騷擾通常是發生在陌生人之間 

(D)性騷擾的界定是根據被騷擾者的感受為主。 

(  )8. 下列何者為新北市的「去霸凌專線」？ 

(A)0800-956956 (B)0800-531769 

(C)0800-987987 (D)0800-580780 

(  )9. 在學校若遇到性騷擾或性侵害，根據性別平等教育

法的規定，由被害人或其父母、檢舉人等，以書面

或口頭的方式向校內的哪個單位提出申請調查，再

交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 

(A)輔導處 (B)教務處 (C)學務處 (D)校長室。 

(  )10. 現代家庭面臨的問題中，有關老人照顧問題的成因

何者錯誤？ 

(A)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口比率增加 

(B)醫療科技發達，平均壽命延長 

(C)老人與子女同住比率降低 

(D)受金融風暴影響，家庭收入減少無力照顧老人。 

(  )11. 「最近校園霸凌事件頻傳！在嘉義縣有一名國三的

女學生，被其他三位女同學、竟然打到腦震盪住院，

出院後，又遭到言語上的辱罵，嚇得她根本不敢上

學…」由上述新聞可知，被霸凌的女學生在哪一項

個人需求需要特別照顧？ 

(A)安全需求 (B)自我實現需求  

(C)生理需求 (D)愛與隸屬需求。 

(  )12. 根據性騷擾防治法，如果遇到性騷擾事件可撥打一

下哪個專線？ 

(A)119 (B)113 (C)104 (D)165。 

(  )13. 在石和靜恩是一對夫妻，在石的爸媽和靜恩的爸媽

是甚麼關係？ 

(A)姻親(B)自然血親(C)法定血親(D)沒有親屬關係。 

(  )14. 以往民法的相關規定皆以父權的立場出發，近年來

政府陸續針對性別不平等的條文加以修正，希望落

實婚姻中的性別平等，而民法中有關性別平等的條

文修改內容何者有誤？ 

(A)夫妻可以各自保有本性，不一定要冠夫姓 

(B)夫妻住所由夫妻共同約定 

(C)夫妻財產一律交由妻子管理 

(D)子女姓氏由父母共同約定。 

(  )15. 「敏兒今年 7 月間下午下班尖峰時間，搭乘台北捷

運新店線，行經台電大樓站時，捷運之狼趁乘客眾

多，向敏兒左側站立，在列車行進搖晃時，先用大

腿貼靠在她左腿，再以左手臂碰小敏胸部…」請問

可以依據哪一項法律將這名捷運之狼繩之以法？ 

(A)民法      (B)性騷擾防治法 

(C)性別工作平等法 (D)性別平等教育法 

(  )16. 小倩的父親因病過世，由媽媽獨自撫養。但是後來

媽媽因工作關係無法全心照顧小倩，所以將她送至

外公外婆家請他們幫忙照顧小倩。請問小倩家現在

屬於何種家庭型態？ 

(A)單親家庭 (B)隔代教養家庭 

(C)重組家庭 (D)兩地家庭。 



(  )17. 小賢與容和是一對夫婦，小賢非常注重養生，喜歡

吃紅薯，但是容和喜歡吃對身體不好的油炸食物。

夫妻兩人常為了吃東西的問題爭吵，請問他們爭吵

屬於何種衝突？ 

(A)家務分工的衝突 (B)所得分配的衝突 

(C)同儕之間的衝突 (D)價值觀念的衝突 

(  )18. 隨著社會變遷，家庭的主要功能也受到影響。越來

越多的幼稚園、托兒所及安養中心等的設立，逐漸

取代家庭的哪一項功能？ 

(A)教育功能 (B)生育功能 

(C)經濟功能 (D)保護與照顧功能。 

(  )19. 媽媽與嬸嬸都是祖父母的媳婦，雖然沒住在一起，

但彼此間感情的卻像姊妹一樣好。請問：媽媽和嬸

嬸之間的關係稱為什麼？ 

(A)妯娌 (B)婆媳 (C)姊妹 (D)連襟。 

(  )20. 學校制定學校規範的目的何者錯誤？ 

(A)教育學生養成良好的行為和生活習慣 

(B)培養學生自律與自治的精神 

(C)建立和諧及安全的校園 

(D)為了找學生麻煩讓學生不便。 

(  )21. 大姑丈和小姑丈之間的關係稱為連襟，請問連襟是

屬於何種親屬關係？ 

(A)旁系血親 (B)直系血親  

(C)法定血親 (D)姻親。 

(  )22. 志龍放學回家後，看到媽媽與奶奶在廚房閒話家

常，爸爸與爺爺在客廳下棋，進了房間看到姊姊正

忙著準備期末發表的演出。請問志龍家應該屬於何

種家庭型態？ 

(A)小家庭  (B)大家庭 

(C)折衷家庭 (D)單親家庭。 

(  )23. 多數決是民主社會經常採用進行表決的方式。下列

哪些事情適合採用多數決？ 

(A)以多數決決定寒假校外參訪的地點 

(B)以多數決強迫班上同學都必須吃素 

(C)以多數決限制成績不好的同學不得參加課後輔導

(D)以多數決認定太陽繞著地球轉。 

(  )24. 在捷運常常看見小朋友在車廂中嬉鬧追逐，嚴重影

響其他乘客的權益，父母親卻在一旁若無其事地聊

天，請問小朋友家庭的哪一項功能需要加強？ 

(A)教育功能 (B)保護與照顧功能 

(C)生育功能 (D)經濟功能。 

(  )25. 社會參與的形式通常分為兩種，一種是短期參與、

一種是長期推動。請問何者屬於短期參與的社會參

與？ 

(A)共同美化社區環境 (B)認養公園 

(C)抗議工廠造成汙染 (D)發行社區刊物。 

(  )26. 在臺灣，所謂的「老人」是指年滿幾歲的人？ 

(A)60 歲 (B)65 歲 (C)70 歲 (D)75 歲。 

(  )27. 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日訂為「清淨家鄉日」，除社區

環保義工外，社區內不分男女老少一起來清淨家

園，請問這樣的活動符合哪一個社區營造目標？ 

(A)產業發展 (B)人文教育 

(C)社區治安 (D)環保生態。 

(  )28. 政府制定相關政策來解決家庭的少子化問題，育嬰

假即是其中一項，有關「育嬰假」的描述何者正確？ 

(A)根據民法規定    (B)只有女性才能申請 

(C)員工必須工作滿一年 (D)子女滿兩歲以前。 

(  )29. 現代人因為各種因素造成生育率降低，家庭出現少

子化問題，有關「少子化問題」的描述何者錯誤？ 

(A)缺乏手足互動，影響孩子學習如何與同儕相處 

(B)雖可能造成勞動力短缺，但只要多引進外勞即可

(C)政府可以增設公立幼稚園減輕家庭負擔 

(D)未來年輕人扶養老人的負擔將加重。 

(  )30. 政府為解決老人照顧問題，下列何者是比較適當的

方法？ 

(A)將所有老人集中管理 

(B)設立公立安養中心 

(C)制定法律強制子女與父母同住 

(D)將老人送至國外。 

(  )31. 現在社會子女權益越來越受重視，為了保障子女權

益，甚麼法律原本規定子女若疏於照顧父母，須負

起法律責任，改為子女如有被父母家暴、遺棄可請

求免除或減輕扶養義務？ 

(A)民法 (B)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C)刑法 (D)家庭暴力防治法。 

(  )32. 丁丁因車禍往生，家屬發揮大愛，將丁丁的器官捐

贈給有需要的人。請問是屬於生命的何種特性？ 

(A)獨特性 (B)無常姓 (C)延續性 (D)不可回逆性 

(  )33. 就歷史而言，傳統鄉村社區和現代都市社區是社區

的兩種主要類型，下列何者是都市型態社區的特

色？ 

(A)社區意識強烈，參與社區活動意願高  

(B)因地緣關係形成  

(C)居民的工作性質相近  

(D)居民互動不緊密，易產生疏離感。 

(  )34. 我們在校園中發現霸凌事件應如何處理比較妥當？ 

(A)立刻向師長或校方反映 

(B)不管他，反正跟我沒關係 

(C)嘿！真有趣，我也一起加入霸凌的行列 

(D)我就是正義化身，由我來解救被霸凌的同學吧！ 

(  )35. 傳統教育忽略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向與能力，因此

美國學者迦納（Howard Gardner）提出「多元智慧理

論」，有關多元智慧理論的描述何者正確？ 

(A)雖然智慧是多元的，但仍強調語文和數理的智慧 

(B)多元智慧是先天的，無法透過學習來改變 

(C)多元智慧雖可開發自我潛能，但對工作沒有幫助 

(D)個人的任一項才能能夠被發掘，都應該被肯定。 



(  )36. 小新：春我部的居民對自己居住社區有一種共同的

歸屬感與認同感，因此社區面臨治安威脅時，組成

春我部防衛隊來保護社區的安全。請問小新的說法

是下列何種概念？ 

(A)社區意識 (B)社區文化 

(C)社區防衛 (D)社區建設 

(  )37. 班上同學利用班會時討論畢業旅行的地點，大家正

在討論時，虎東提出「要不要班上每天中午提供雞

排？」的提議，而干擾原本討論的議題。為了糾正

這個錯誤，與會的同學可以提出下列何者？ 

(A)權宜問題 (B)秩序問題  

(C)臨時動議 (D)提案討論。 

(  )38. 龍珠在美國出生，長大後因為工作因素到臺灣生

活，媽媽不放心龍珠一個人，也跟著到臺灣，所以

與爸爸分隔兩地，請問龍珠家屬於何種家庭型態？ 

(A)單親家庭 (B)重組家庭  

(C)新移民家庭 (D)兩地家庭。 

(  )39. 承上題，龍珠的媽媽為了照顧龍珠，不惜放棄與丈

夫相處的機會，是為了要做到家庭的哪項功能？ 

(A)經濟功能 (B)保護與照顧功能 

(C)生育功能 (D)教育功能。 

(  )40.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是寒假期間本班校外教

哈哈哈學的地點，請同學踴躍發言（此時特特舉手）

哈哈哈特特請發言。 

特特：主席！我建議去木柵動物園。 

主席：特特提議去木柵動物園，有同學○○嗎？ 

哈哈哈（此時班上有三位同學舉手） 

請問「○○」應該填入甚麼？ 

(A)討論 (B)表決 (C)附署 (D)附議。 

(  )41. 有關學生自治的描述何者錯誤？ 

(A)必須符合社會規範與學校規定 

(B)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由學生自行決定 

(C)班會活動是學生自治的基礎 

(D)制定班級公約是屬於學生自治的範圍。 

(  )42. 珉豪沒有小孩，透過法律程序收養佑根為養子，請

問珉豪與佑根是甚麼關係？ 

(A)配偶   (B)直系血親 

(C)旁系血親 (D)法定血親。 

(  )43. 開班會時，大家在討論班服的樣式，這時突然一隻

猴子跑進教室，引起大家一陣騷動，此時在場的與

會人員可提出甚麼問題來排除會議進行？ 

(A)秩序問題 (B)權宜問題  

(C)規範問題 (D)權益問題。 

(  )44. 唐太宗：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

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請問：有關上

述「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敍述，下列哪一項

正確？ 

(A)他人對自己的批評都是惡意，我們不須理會 

(B)透過他人眼中的我，我們對自己有更多的認識 

(C)與他人的互動對自我認識的助益不大 

(D)他人對自己的評論，只能從中了解自己的缺點。 

(  )45. 隨著社會變遷，犯罪、人際關係疏離等問題一一浮

現並日趨嚴重，所以自民國 83 年，政府推動社區總

體營造，有關「社區總體營造」的描述何者正確？ 

(A)目前由跨部會合作的方式來推動，但是困難重哈

哈重，所以臺灣目前還沒有成功的案例 

(B)政府在此計畫中扮演主動規劃的角色 

(C)常以產業發展、人文教育、自然景觀等為目標 

(D)由行政院內政部推動。 

(  )46. 寒假期間希徹與綺綺到故宮博物院參觀大英博物館

珍藏展，請問這是屬於何種教育？ 

(A)學校教育 (B)家庭教育 

(C)兩性教育 (D)社會教育。 

(  )47. 導師為提升班上讀書風氣，特地安排自習課為同學

共同討論的讀書會時間，關於老師規劃的讀書會，

哪種說法有誤？ 

(A)同學們一起閱讀、討論及分享心得的過程，可提

哈升彼此的語文、思考及合作能力 

(B)提高班級整體的學習程度及向心力 

(C)透過「學習型組織」的方式使個人及團體能夠不

哈斷的創新與進步 

(D)是同學們用來打屁聊天的好時機。 

(  )48. 當家庭出現暴力事件時，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規

定可以向哪個單位申請「保護令」？ 

(A)學校  (B)法院 

(C)警察局 (D)社會局 

(  )49. 為使社區工作能有效且長期的推行，通常會成立哪

些組織，以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甲）文史工作室

（乙）社區發展委員會（丙）社區管理委員會（丁）

村里民大會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丁 

(  )50. 傳統鄉村社區較有人情味，不時都可看到居民相互

噓寒問暖，彼此的工作性質也接近。請問下列何者

為傳統鄉村社區組成的形式？ 

(A)血緣關係 (B)宗教關係 

(C)工作關係 (D)社會地位。 

 

祝各位同學新年快樂，學業進步～  ^_^



答案： 

1~5 A A C B A 

6~10 B D D C D 

11~15 A B D C B 

16~20 B D D A D 

21~25 D C A A C 

26~30 B D C B B 

31~35 A C D A D 

36~40 A A D B D 

41~45 B D B B C 

46~50 D D B A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