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七年級 公民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 ＞

【劃卡代號：32】

班級：

單選題(1~33 題每題 3 分,34 題 1 分,總分 100 分)
1. 在各種社會規範中,法律是由政府機關經由一定的程序
所制定,若將法律與其他社會規範相比較,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社會輿論是法律的後盾,對於違法者加以處罰
(B)法律是自然產生,因此有強制效果
(C)法律可兼顧啟發內在良知,約束外在行為
(D)其他社會規範都不得與法律的規定相牴觸
2. 下表為原住民祭典說明。這些祭典應為哪種社會規範的
特徵 ? (A)法律 (B)風俗習慣 (C)倫理道德(D)宗教信仰
族別

原住民歲時祭儀名稱

座號：

姓名

8. 右列為一則地方新聞摘要，文中警察之所以無可奈何,是
因為何種社會規範未發揮作用?
(A)法律 (B)風俗習慣 (C)倫理道德(D)宗教信仰

舉辦期間
每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農曆七月，客家義民祭陸續展開，不少廟宇都有神豬比
賽，有的參賽者強迫灌食，造成豬隻骨骼變形、癱瘓，
最後更公開割喉屠宰。動物保護團體呼籲這樣的餵食過
程已違反《動物保護法》
，如虐待造成重傷或致死，可處
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請問:

阿美族

豐年祭(收穫祭)

日期間,擇一日放假,各
部落實施舉辦日期請參
酌各地方政府或鄉(鎮、
市、區)公所公告

泰雅族

感恩祭

每年 8 月最後一週星期
五

3. 先凰日前在某一廟宇上看見其門聯上寫道「湄保巍峨赫
濯慈悲劻百姓，聖生浩蕩威靈博愛保群生」
。這正是屬於
哪種社會規範的特徵 ?
(A)法律 (B)風俗習慣 (C)倫理道德(D)宗教信仰
4. 伊娃是來自美國的基督徒，結婚初期對於公公、婆婆要

9. 過去以神豬敬神的祭典，如今卻遭到動物保護團體認為
不人道，於是展開討論是否繼續舉辦神豬競賽。神豬敬
神的祭典屬於何種社會規範?
(A)法律 (B)風俗習慣 (C)倫理道德(D)宗教信仰
10. 依據內容，其所提到的動物保護團體之敘述,何者正確?
(A)成員是基於感情需求而成立的
(B)由職業性質相同的人所組成的

求自己拿香祭祖此事，妻總是感到難以接受。由此事可
知那些社會規範對人的影響?
(A)法律、風俗習慣
(B) 宗教信仰、風俗習慣
(C)倫理道德、風俗習慣 (D)宗教信仰、倫理道德
5. 臺南的開隆宮所舉辦的 16 歲成年禮活動，藉著到七娘媽
廟燒金紙、經衣、七娘媽亭等，完成「出鳥母宮」(男)
或「出婆媽」(女)的儀式，表示孩子已經長大，象徵著
開始分擔家計及負起社會責任的意義。16 歲成年禮近年
來的演變，較符合哪種社會規範的特徵?
(A)法律 (B)風俗習慣 (C)倫理道德(D)宗教信仰
6. 雲林縣縣長日前表揚並頒獎給 20 對模範婆媳時，有感而
發的表示，時代雖然進步快速，已不像農業社會那樣封

(C)成立須遵守《集會遊行法》
(D)成員是出於自由意志而參加的
11. 三位同學聚在一起閒聊自己的中秋節假期生活，下列是
他們的對話內容:
安安:「我爸說中秋月圓，所以全家回老家跟奶奶一起賞
月、吃月餅」
浩浩:「媽媽開車帶我們出去玩，不過我坐在後座忘記繫
安全帶，被警察開了一張罰單，有點掃興」
美美:「傍晚全家一起向麥加的方向禮拜後，我們開始烤
肉，不過我們不能烤豬肉」
上述三位同學的談話內容，依先後順序最可能屬於那些
社會規範?

閉，但是傳統上讓人民具有「有大、有小」的觀念仍然
得排在教育的第一順位。縣長此一說法正是強調哪種社
會規範的重要性?
(A)法律 (B)風俗習慣 (C)倫理道德(D)宗教信仰
7. 前經濟部長李國鼎致力於科技發展，也格外重視人文環
境的改善。他認為，經濟發展應與倫理建設並重，因而
倡立「第六倫」
，藉以推動國家現代化。下列哪一項行為
符合「第六倫」的內涵?
(A)子女應該孝順父母
(B)要愛惜公園裡的遊戲設施
(C)兄弟姊妹應該和諧相處 (D)和同學相處要彼此尊重

(A) 法律規範、風俗習慣、倫理道德(
(B) 風俗習慣、法律規範、倫理道德
(C) 倫理道德、法律規範、風俗習慣
(D) 風俗習慣、法律規範、宗教信仰
12. 新聞報導:「有鑑於爆竹意外頻傳，除常見(甲)民眾採
取圍場手段抗議，政府也(乙)鼓勵民眾以播放爆竹錄音
帶取代燃放真實爆竹，且積極(丙)與各民間團體對於減
少爆竹的使用進行溝通，並(丁)計畫立法規範爆竹工廠
的設立。」 上述何者是試圖從制度層面尋求問題的解決?
(A)甲(B)乙(C)丙(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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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謂文化是指人類生活的全部，而古今中外任何社會都
有屬於自己的民情、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科學、語
文、藝術、宗教、道德、法律等文化內涵。這是指文化
何項特性之說明?
(A)普遍性(B)差異性(C)累積性(D)約制性
14. 下圖為人類交通工具的演變史。此內容正顯示出文化的
何種特性? (A)普遍性(B)差異性(C)累積性(D)約制性

20. 老師在課堂上介紹完文化的特徵後，抽籤點了四位同
學，要他們分別對各個特徵舉例。根據下表的內容判斷，
下列哪一位同學的回答內容最不適當？ (A)小周 (B)阿
星(C)琪琪(D)小貞

15. 下列是一則漫畫， 從圖中傳統漢人與愛尼人對雙胞胎
的態度來看，這正顯示文化的何種特性?
(A)普遍性(B)差異性(C)累積性(D)約制性

21. 文化的內涵大致可分為器物(物質)、制度和理念三個層

16. 史特龍在雜誌上看到下列四則標題。若以「文化」概念
判斷，下列何者應不包含在內?
(A)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B)哥倫比亞太空梭
(C)九年一貫教育制度
(D)宇宙的星雲
17. 下列為某學者對青少年次文化重要內涵的說明。下列關

次。下列有關文化傳播的敘述，何者最接近「理念」層
次?
(A)漢代透過絲路貿易，將中國的絲綢西傳
(B)日本派人學習唐朝的文字、儒學與佛教
(C)蒙古西征將中國火藥傳入西亞與歐洲
(D)美洲番薯在明清時期傳入臺灣與中國
22. 時下青少年流行用簡訊彼此聯絡，內容常用自己發明的
「火星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這個現象不僅存在臺灣，全世界皆是如此，已成為
主流文化(B)為了更有效溝通，以頭字語為主的火星
文才會盛(C)頭字語是一種次文化，並沒有次等的意
思 (D)它是一種創作，讓一般人看不懂，即「精緻文

於青少年次文化之敘 述，何者正確?
(A)與主流文化有共通性存在
(B)又稱為優勢文化
(C)成員包括整個社會的成員
(D)成員同質性較低

18. 蘋果公司日前開賣的最新 iphone 手機，由於具有雙鏡
頭模組、更精密的鏡頭拉近拉遠功能、續航力更強的電
池，以及容量更大的記憶體，外界估計銷售量可望達 4
萬支，創下歷史新高紀錄。這是屬於哪種面向的文化?
(A)價值觀念(B) 器物層次 (C) 制度層次
19. 下表為淨湘在談論電影技術演進史所呈現的資料。此內
容正顯示出文化何種特性?
(A)普遍性(B)差異性(C)累積性(D)約制性
1895 年盧米埃爾兄弟「活動電影機」---電影的真正誕生
1999 年美國首度發表 1K 數位電影
2003 年臺灣國賓戲院全球首映 2K 數位電影
2003 年美國放映第一部 3D 電影

化」的表現
23. 文化一詞起源於拉丁文「cultura」
，在漢語意味「人文
教化」
。前提是有「人」才有文化，意即文化是討論人類
社會的專屬語。請問:下列哪些為文化的特色?
(A)不同群體有其專屬的文化風格，因此文化風格將綿延
不絕，不容改變
(B)文化具有累積性，因此可透過某文化的呈現方式了解
該文化的內涵
(C）次文化意謂次等文化，凡屬次文化範疇的文化類型，
皆有改善的必要
(D)社會上的非主流文化常受歡迎，例如變性人若欲公開
其身分需極大的勇氣
24. 下列四人談到各個民族的傳統服裝。請問:關於文化特
性的敘述，和者所言正確?
(A)張教授

非洲地區的原住民和大洋洲原住民一樣打赤膊，
顯示文化累積性

(B)王設計師

西方男性主流服裝為西裝,回教男性穿長袍戴頭
巾,顯示文化差異性

(C)林導遊

中國女性在過去穿著繡花鞋，現在流行穿高跟
鞋，顯示文化約制性

(D)洪老師

兩百年前的歐洲上流社會，貴族仕女出席舞會都
穿蓬蓬裙，否則就被視為不合禮儀，顯示文化普
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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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每一個國家的內部都包含有多個不同的文化群體，其中
有的占主控政治經濟資源的位置，而有的則相對的居於

消訂單，協進會可以主張買方違約而請求損害賠償。請
問:關於公家機關取消訂單所涉及的社會規範，下列何者

劣勢。下列有關多元文化的社會，應有的態度為何？
（A）山地文化代表落後，應盡速向平地社會同化才是正
途
(B)為了民族生機，應杜絕外來文化的入侵
(C)制定法律將各族語言均列為官方語言，一視同仁，全
民學習
(D)不同文化所表現出來豐富內涵都應受到尊重、保存和
發展
26. 下列是東港王船祭的宣傳海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王船祭屬於器物層次的文化傳承 (B)王船祭是一種
制度層次的文化傳承 (C)屏東縣政府將王船祭擴大舉辦
是一種文化創新(D)古時用來驅逐瘟疫的王船祭已經是

的敘述最為適切?
(A)符合風俗習慣，但違反法律
(B)符合法律規定，但違反群己倫理
(C)符合正式規範，違反非正式規範
(D)既違反非正式規範，也違反正式規範
31. 北斗鎮河濱公園原本是個很美的休閒場地，但目前公園
旁邊的舊濁水溪發現有魚群暴斃。對此，鎮民代表懷疑
是因為上游敖工業區的廠商排放汙水，希望環保局迅速
查出原因。請問:上述鎮民代表對環保局的要求，主要是
希望其重視下列何者?
(A)五倫 (B)生命倫理 (C)環境倫理 (D)校園倫理
32. 下圖是臺灣社會中，各時期多數人所接受的喪葬型式

落伍的宗教活動

27. 為了說明主流文化與次文化的關係，老師繪製了下列四
個圖示。其中哪一圖示最能描述主流文化與次文化族群
之間的關係?

下列針對圖中所呈現概念的敘述，何者最為適切?
(A)社會規範間彼此影響
(B)社會規範以公權力為後盾
(C)社會規範會因時因地而調整
(D)社會規範間相輔相成 並相互配合
33. 下列是一則新聞報導。關於文中的敘述，何者正確?
(A)傳統燈籠屬於文化的制度層次
(B)製作燈籠的古法展現文化的普遍性
(C)吳大師的貢獻符合文化傳承的內涵
(D)使用傳統的燈籠屬於臺灣社會的主流文化

28. 下圖是一項活動的報導，這項活動代表的文化層次，與
下列何者相同?
(A) 書本印刷從鉛字排版到電腦排版
（B）十二年國教制定多元的入學方式
(C) Google Map 提供便捷的地圖服務
(D) 民眾接受認領代替購買寵物的主張

34. 下列是四個表演藝術團體所代表的經典項目，當中何者
最能展現「文化創新」的意涵?
(A)河洛歌仔戲演出經典臺語對白
(B)霹靂布袋戲製作電腦動畫電影
(C)原舞者演出原住民傳統舞蹈
(D)大河之舞來臺表演愛爾蘭踢踏舞

29. 高雄市 109 年將禁止二行程機車的使用，對改善高雄市
空氣汙染將有明顯助益，這是透過哪一種社會規範達到
環風境保護的目的?
(A)風俗習慣 (B)法律規章(C)宗教信仰 (D)倫理道德
30. 日前，屏東縣啟智協進會的社工指控，有公家機關一口
氣訂了近 2,000 顆月餅，沒想到交貨前卻來電表示「伙
食費不夠，沒錢買」
，直接取消訂單，讓協進會不但們賺
到錢，還直接虧損材料費 4 萬多元，引發社會批評。法
律專家表示，下單後表示民事契約已成立，如果臨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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