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二學期 七年級 公民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第一課~第二課 ＞

【劃卡代號：32】

班級：

座號：

姓名：

單選題(每題 2.5 分, 共 40 題,總分 100 分)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1920 年 10 月，一位印度傳教士辛格(Singh，J．A．L．)在印度加爾各答的叢林中發現兩個被狼哺育的女孩。
大的女孩約 8 歲，小的 1 歲半左右。據推測，她們必是在半歲左右時被母狼帶到洞裡去的。
辛格給她們起了名字，大的叫卡瑪拉(Kamala)、小的叫阿瑪拉(Amala)。當她們被領進孤兒院時，一切生活習慣都
同野獸一樣，不會用雙腳站立，只能用四肢走路。她們害怕日光，在太陽下，眼睛只開一條窄縫，而且，不斷地眨
眼。她們習慣在黑夜裡看東西。她們經常白天睡覺，一到晚上則活潑起來。每夜 10 點、1 點和 3 點循例發出非人
非獸的尖銳的怪聲。她們完全不懂語言，也不發出人類的音節。她們兩人經常動物似地卷伏在一起，不願與他人接
近。她們不會用手拿東西，吃起東西來真的是狼吞虎咽，喝水也和狼一樣用舌頭舔。
吃東西時，如果有人或有動物走近，便嗚嗚作聲去嚇唬人。在太陽下曬得熱時，即張著嘴，伸出舌頭來，和狗一樣
的喘氣。她們不肯洗澡，也不肯穿衣服，並隨地便溺。她們被領進孤兒院後，辛格夫婦異常愛護她們，耐心撫養和
教育她們。總的說來，小的阿瑪拉的發展比大的卡瑪拉的發展快些。進了孤兒院兩個月後，當她渴時，她開始會說
"bhoo(水，孟加拉語)」，並且較早對別的孩子的活動表現興趣。遺憾的是，阿瑪拉進院不到一年，便死了。
卡瑪拉用了 25 個月才開始說第一個詞「ma」，4 年後一共只學會了 6 個字，7 年後增加到 45 個字，並曾說出用 3
個字組成的句子。
進院後 16 個多月卡瑪拉才會用膝蓋走路，2 年 8 個月才會用兩腳站起來，5 年多才會用兩腳走路，
但快跑時又會用四肢爬行。
卡瑪拉一直活到 17 歲。但她直到死還沒真正學會說話，智力只相當於三四歲的孩子。
1.會學的觀點而言，印度狼孩的故事，顯示了何種意義？
(甲)人類出生之後，必須和其他人接觸、互動，才能成為社會的一分子
就沒有能力進行社會化
法稱為一個「人」
(A)甲乙丙丁

(乙)一個人如果長期與社會隔離，

(丙)因為缺乏與社會接觸的機會，很少跟其他人互動，也沒有溝通的能力，幾乎無
(丁)要成為一個「人」
，必須在社會中，經過不斷的接觸、互動與溝通

(B)甲乙丙

(C)甲乙丁

(D)乙丙丁

2「開拓動漫祭 30」在花博登場，提供素人獨立出版社團發表的平台,新聞報導中可看到排隊人潮爆滿,由此可知，
下列何者對於個人社會化會產生影響？

(A)傳播媒體

(B)家庭

(C)同儕團體

(D)學校

3.一個人從呱呱落地後，經由下列哪一種的持續過程，學習與自己有關的角色規範，表現人際互動應有的態度與行
為，獲得社會成員的認同與接納，才能成為社會的一分子？

(A)標準化

(B)政治化

(C)市埸化

(D)社會化

4.大雄最近在電視上學到「預防流感」要注意的事項，這是屬於下列哪一種學習融入社會的途徑？
(A)傳播媒體

(B)學校

(C)同學與朋友

(D)家庭

5.胖虎在社會課的報告中提到：
「我是胖虎，在家中我是大哥，下面有一個妹妹；在班上，我擔任康樂股長的工作；
假日我都會到圖書館擔任小志工」。根據內容判斷，胖虎正在說明下列哪一項主題？
(A)社會變遷

(B)社會教育

(C)社會角色

(D)社會流動

6.新聞局制定的影視節目分級制度希望藉由這個政策讓青少年避免因為接觸過多的暴力、血腥畫面而產生錯誤的價
值觀。這種現象說明何者在青少年價值觀的塑造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A)家庭

(B)學校

(C)傳播媒體

(D)同儕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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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劉漢強是個剛從警察學校畢業的菜鳥，剛到警局服務的他，雖然有時候會搞不清楚狀況，被長官責備，不過有板
有眼的做事方式，仍獲得社區居民的好評。上文所述下列何者正確？
(A)扮演不同角色絕不會發生角色衝突

(B)扮演好角色是一種現代化過程

(C)扮演角色時，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不用在乎他人眼光

(D)扮演角色時，言行舉止要符合社會期望

8.每個人在社會裡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每個角色都不容忽視，彼此環環相扣，緊密相連。因此，我們可以用下列哪
一句話來說明這樣的關係？
(A)牽一髮而動全身

(B)上梁不正下梁歪

(C)人在做，天在看

(D)姊妹登山各自努力

9.2017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展覽呈現跨產業與跨領域的研發成果，有許多貼近民生應用的發明作品，多
元且全面性的發展讓人驚艷。這是屬於社會互動中的哪種形式？

(A)合作

(B)競爭 (C)衝突

(D)交換

10.「衝突」是一種常見的社會互動方式，下列有關衝突的敘述，何者錯誤？
(A)衝突的發生往往來自於利益的相互牴觸

(B)衝突的形式包括言語上的脣槍舌劍，也可能是肢體衝突

(C)衝突僅僅發生在個人之間

(D)國際之間的戰爭是一種破壞力強的衝突

11.「競爭」與「合作」都是常見的社會互動方式。下列關於「競爭」與「合作」對人類生活的影響，何者敘述正
確？
(A)競爭絕對不利於群體的生活

(B)合作有助提升生活福祉

(C)合作會忽略小我的利益與需求

(D)競爭一定可以提高群體生活的效能

12.小凡煩惱著：
「如果沒考上最好的高中，爸媽一定會很失望，可是，那麼多人去考試，但是率取名額卻只有幾百
人。」小凡和其他人是屬於下列哪種關係？

(A)競爭

(B)衝突

(C)合作

(D)協商

13.小姿放學後到常到學校附近的一家飲料店購買檸檬紅茶，但是最近卻發現其他家的飲料店，不但加大杯不加錢，
就連珍珠、仙草、蒟蒻隨便加，也通通都不用錢。上述飲料店間的互動模式是屬於社會互動中的哪種形式？
(A)順應

(B)交換

(C)合作

(D)競爭

14.在日劇《交響情人夢》中，千秋王子領導的交響樂團，在募集各方英才，並經過長時間的練習後，終於在正式
的演出一鳴驚人。請問：以上所描述的是哪一種社會互動的形式？

(A)合作

(B)競爭 (C)衝突

(D)妥協

15.在社會互動中，關於「衝突」的互動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衝突可激勵雙方，共同創造佳績

(B)此互動方式所造成的影響都是負面的

(C)因個人的力量有限，許多工作無法獨力完成，所以會造成衝突
(D)因為每個人的想法、成長背景不同，所以會發生衝突
16.淑英是大陸配偶，而婆婆則是客家人，因此淑英買了幾本客家菜食譜，並且親自下廚，讓婆婆嘗嘗她的手藝。
餐的菜色有更多的變化。淑英與婆婆的互動方式是屬於下列何者？

(A)交換

(B)競爭 (C)合作

(D)衝突

17.競爭是一種社會互動的模式，關於競爭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競爭是為了爭取有限的生活資源，是不可避免的

(B)過度的競爭可提高自己的潛能，促進社會的進步

(C)競爭是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有正面的效應

(D)為了實現個人生活理想，不免會與他人產生競爭關係

18.在《有紀律的孩子更優秀：德國王宮中學校長的教育心得》一書中，作者呼籲大家鼓起教育孩子的勇氣。放任
的教養，只會讓孩子承受雜亂無章的苦果；出於愛的紀律，才能賦予孩子真正的自由，從小學會服從、讓步、負
責任的孩子，才能掌握自己的未來。依據以上所述，下列說法何者錯誤？
(A)學校是教導學生們服從紀律的重要管道之一
(B)遵循社會制定的規範有助個人獲得社會認同
(C)家庭的教育態度可能會影響青少年對紀律的接受度
(D)遵從社會紀律進而轉為自律的過程即可稱為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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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管理學上有一種叫「綜效」的名詞，簡單的說就是「一加一大於二」
。若這應用在人際互動上，就是指社會成員
間應採取何種社會互動方式，最能夠達到互補互利的效果？

(A)競爭

(B)合作

(C)衝突

(D)順應。

20.彼此尊重是良好人際互動的重要原則。下列相關的敘述，何者錯誤？
(A)尊重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

(B)我們有權表達我們的看法，但要尊重別人也有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

(C)意見不同並非不好，反倒可以從對方的意見中，學習新的觀念
(D)團體在作決定時，常常使用投票表決，故只要「服從多數」
，不需「尊重少數」。
21.我國《憲法》第 14 條明文規定：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但個人參與或組成任何團體時，若有下列哪些情
況，就必須受到法律的限制和制裁？
團體

(A)甲乙 (B)甲丙

(甲)侵犯他人權利 (乙)從事營利行為 (丙)違反國家安全 (丁)加入數個

(C)乙丙

(D)丙丁。

22.大明參加了學校的籃球社，身為籃球社的一員，他平常認真努力練球，並與其他社員互相切磋球技。這種「做
什麼，像什麼」的態度，指的是下列何者？
(A)優秀的領導能力

(B)強烈的好勝心

(C)培養自立自強的精神

(D)角色的認同與學習。

23.下列為阿民所做報告的部分內容：
「孟子 3 歲喪父，由母親撫養長大。孟家常有送葬隊伍經過，孟子就模仿送葬
隊伍哭啼的樣子，孟母因此把家遷到了城裡。到了城裡，他家處於鬧市中，殺豬聲、叫賣聲終日不斷，孟子就和
鄰居家的孩子玩起了做買賣的遊戲……」根據報告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最可能是阿民的報告所討論的議題？
(A)社會化

(B)層級化

(C)社會角色

(D)社會團體。

24.馬斯洛的人類需求層次理論中提到，個人有「愛與隸屬感」的需求。請問：下列何者並非個人想要加入團體的
原因？

(A)被借重才華

(B)被團體利用

(C)被團體認同

(D)被團體接納。

25.從崇想要盡個人的力量來回饋社會，他想以參與人民團體的方式來從事公益活動。請問：下列哪
一種組織最能達成他的目的？
(A)工會

(B)同鄉會

(C)職業公會

(D)慈善基金會

曾美一家人都熱心參與團體事務，爸爸加入藥師公會，媽媽參與慈濟基金會擔任志工，哥哥參加了光明黨成為立委
候選人，曾美則參加了學校的愛心社，常常到育幼院說故事給院童聽。請問：
26.依據《人民團體法》，爸爸所加入的「藥師公會」屬於何種類型的團體？
(A)職業團體

(B)政治團體

(C)社會團體

(D)宗教團體

27 根據上述，爸爸所加入的團體，下列何者不是其主要組成目的？
(A)增進同業關係

(B)保障成員工作權益

(C)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D)促進國民政治參與。

28.根據上文，家中哪一個人加入了政治團體？
(A)爸爸

(B)媽媽

(C)哥哥

(D)曾美。

從國中教師退休的陳義助，10 年來，擔任文化部、集集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導覽解說，投
入志工服務超過 5 千個小時。他說志工生涯讓他的知識視野，從英文專業擴展到生態、文史和特有生物，人生也變
得多采多姿，心靈更豐盈。請問：
29.陳老師退休以後投入志工服務工作，展現了何種志 工精神？
(A)各人自掃門前雪

(B)輸人不輸陣

(C)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D)三人行必有我師。

30.臺灣社會有許多不同類型的志工團體，主動參與社會事務。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志工團體的主要目標？
(A)展現對社會的愛心與關懷

(B)促進國民政治參與

(C)保障成員工作權益

(D)賺取利潤與財富。

31.如果國中生想要參與社會事務貢獻心力，擔任志工，可以從事下列何種活動？
(A)參與選舉成為候選人

(B)幫忙父母做生意

(C)努力爭取優良的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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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股長安排運動會 1000 公尺賽跑的人選，安泉和維顯兩人都表示自己最適合擔任，兩人都很堅持，互不退讓，
最後體育股長決定兩人實際測試 100 公尺賽跑，以結果安排人選，才解決這件事。請問：
32 .100 公尺賽跑展現何種人際互動的方式？

(A)合作

(B)衝突

(C)同化

(D)競爭。

33.安泉和維顯都希望參加比賽而相爭不下，這種互 動模式和下列何者相同？
(A)大雄和明祥完 成科展報告

(B)大任替公司架設新網站

(C)小君和妹妹為了新衣服翻臉

(D)俊翰接受爸爸建議申請分發到臺大就讀。

34.體育股長在這件事中透過哪些途徑使自己有所成長？
(A)家庭、學校

(B)學校、同儕團體 (C)同儕團體、傳播媒體

(D)傳播媒體、家庭。

35. 請選出符合「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團體特性的正確選項？
(甲)社會性團體 (乙)政治性團體 (丙)職業性團體 (丁)公益性團體 (戊)自利性團體 (己)志願團體
(A)甲丁己 (B)乙丁 (C)丙戊 (D)甲戊己。
從小爸爸教導林立要注重生態倫理、愛惜環境。現在林立上國中，已經養成習慣，隨手做好資源回收、出門自備環
保筷，不購買過度包裝的商品。林立常常上網搜尋相關環保議題的報導，並參加了學校的環保社，熱心與社團朋友
討論如何為保護環境與地球資源多盡一份心力，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請問：
36.林立養成習慣隨手做環保，是受到哪一種學習途徑的影響？
37.林立與社團朋友討論如何為保護環境與地球資源
(A)家庭

(B)學校

(C)同儕

(A)家庭

(B) 學校(C) 同儕(D) 傳播媒體

多盡一份心力，這是屬於哪一種學習途徑？

(D)傳播媒體。

解嚴對於國家社會造成莫大的影響，其中首先衝擊國內政情的，不外乎開放報禁與黨禁。民國 77 年元旦起，政府
開放報紙登記與張數，長達 30 餘年的報禁全部開放，頓時各家新報紙如同雨後春筍般百家爭鳴，也使得新聞報導
內容更多樣化，逐漸形成多元化的言論。此外，
《戒嚴法》第 11 條中戒嚴地區之最高司令官有權「停止集會結社及
遊行請願」的規定也隨之解除，黨禁因而失去效力，政黨政治才獲得萌芽成長的機會。請問：
38.由上述解嚴後的情況可推知，戒嚴時期國家處於保守狀態，所以當時人民參與的社會團體以何者居多？
(甲)政黨 (乙)慈善團體 (丙)政治團體(丁)工商業團體
(A)甲丙

(B)乙丙

(C)乙丁

(D)丙

39 民國 76 年政府宣布解除戒嚴令，隨後推行多項措施 ，其中「黨禁」的開放，使人民得以充分享有哪一項
自由權？
(A)人身自由

(B)言論自由

(C)結社自由

(D)祕密通訊自由。

40.在民主國家裡，社會團體的組成和運作都應該是自 由民主的，一個團體能不能有效的運作，
達到成立時的理想，「最重要」的關鍵為下列何者？
(A)要結合具有共同思想的人

(B)訂定成員分工合作的辦法

(C)團體領導者定期選舉產生

(D)團體成員是否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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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A

A

D

A

C

C

D

B

A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A

D

A

D

A

B

D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D

A

B

D

A

D

C

C

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

B

A

A

A

A

C

C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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