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七年級 公民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

＞

【劃卡代號：32】

班級：

參考範例：
單一選擇題 100％（共 40 題，每題 2.5 分，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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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右圖是關於職場表
現的性向測驗,它
可以協助公司瞭解
員工的人格特質,
也可幫助個人瞭解
自己適合什麼性質
的工作。請問:以個人立場而言,此測驗具有何種目的?
(A)認識自我(B 肯定自我(C) 展現自我(D)自我實現
2. 下列四位青少年的表現,哪個人的作為可以發揮自己最
大的價值?
(A) 德華碰到失敗情況,就將責任推到別人身上
(B 秀珍做任何事,都要找同伴一起完成
(C) 信宇無論擔任任何職務,都會全力以赴去做
(D) 京植討厭運動,經常找藉口逃避體育課
3. 國文老師以「我的志願」為作文題目,以下是沂廷所寫的
內容
從小別人就說我擁有清晰的思路,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歡
創作,更善於口語表達,因此,我希望以後從事文學創作,
或是和口語表達相關的工作,如老師或新聞主播等,這樣
我才能發揮自己的潛能
根據內容判斷,下列關於沂廷的敘述,何者正確?
(甲) 能發現自己的優勢,善用所長並激發潛能
(乙) 藉由認識自我,進一步肯定自我的價值
(丙) 已經達成自我實現的需求
(丁) 為追求名利,不擇手段
(A)甲乙 (B)甲丙 (C)甲乙丙 (D)甲乙丙丁
4. 《孟子》:「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意思是我們一天
所需要的東西,是要有許多人的付出才能備齊的。關於此
句話的意涵,下列何者的說法叫不適當?
(A) 想要達到甚麼樣的目的,就要先付出同等的努力,
天下沒有不勞而穫的事情
(B) 不管能力高低,每個人都有其存在的價值,
沒有人可以瞧不起任何一個人
(C) 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
進而展現自我的價值
(D) 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份子,都在發揮各自的功能,
有了彼此的付出、貢獻，大家才得以共生共存。

座號：

姓名：

5. 以下是《伊索寓言》中「獅子與老鼠」的故事簡介--老鼠因吵醒睡夢中的獅子,激怒獅子。老鼠說:「只要你
肯饒我，我將來一定會報答你的大恩。」
獅子嘲笑老鼠能有什麼作為，但還是放了牠。後來,獅子
被獵人捉住，用粗繩綑綁。老鼠看到後,用牙齒咬斷繩
索，救了獅子。老鼠說:「你現在知道了,既使是一隻小
老鼠,也是有用處的。」
若從自我成長的過程來看,此篇故事最適合用來說明下
列哪項內涵?
(A) 接納無常(B) 超越自我(C)展現自我 (D)充實人生
6. 「人才,是因為放在適當的位置。」這句話表示每個人的
天賦都不盡相同，只要能發揮自己的潛能,就是一位優秀
的人才。下列哪句話最能彰顯上述意涵?
(A) 每個人生命,其實大同小異
(B)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C)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D) 天生我材必有用
7. 2013 年 4 月,美國波士頓舉行第 117 屆馬拉松大賽,不料
突然發生連環爆炸案,造成多人死傷,也有許多人必須截
肢。這類突如其來的災難，提醒我們應報持何種心態面
對生命較易克服困境、度過難關?
(A) 接納生命的無常
(B) 欣賞生命的獨特性
(C) 延續生命的價值
(D) 平等尊重萬物生命
8. 前南非總統曼德拉,年輕時因主張廢除南非的種族隔離
政策(對人種進行分隔)，而被當時南非政府以莫須有的
罪名判處無期徒刑。他在人權鬥士的奔走下，在囚禁多
年後終於獲得釋放,還被選為南非總統。曼德拉的所作所
為不但影響南非人，也為後世子孫立下良好的典範，這
可說是下列何種生命態度的體現?
(A) 接納生命的無常
(B) 欣賞生命的獨特性
(C) 延續生命的價值
(D) 平等尊重萬物生命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將人類需求分為:
(A) 生理 (B) 安全 (C)愛與歸屬 (D)尊重(AB)自我實現。
請依敘述填入正確答案(9~15 題)
9.
10.
11.
12.
13.

曉萱被送到寄養家庭後,不需要每天擔心被爸爸打
小南每天中午 11 點一定會肚子餓,要準時吃午餐
小翰終於在大學指考放榜後考上自己心目中第一志願
小林因家庭因素轉到新學校後馬上和同學打成一片
立文怕黑,晚上不敢一個人睡覺,常要奶奶陪伴。上述立
文的情形,呼應哪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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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篇討論現代親子關係的文章寫道「隨著民主、法治、
平等觀念的盛行,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已由過去的嚴

21. 造成不同性別的人在行為上、性格上有所差異的主要影
響因素為何?

肅、尊卑有序,逐漸轉變成父母較能接受子女的意見。」
上文說明比起傳統家庭的親子關係,現代子女的何種需
求較能獲得滿足,上文說明比起傳統家庭的親子關係,現
代子女的何種需求較能獲得滿足
15. 近來詐騙電話橫行,有人是「人在家中坐,禍從電話來」,
不僅擔心遭受侵害,也失去對人性的基本信賴。上述情形
極可能使得人類的何種需求無法獲得滿足?
16. 蘋果電腦創辦人賈伯斯曾說:「如果可以成為海盜,就不
要加入海軍」,目的在鼓勵員工不斷追求創新,不要隨波
逐流,也因此能不斷創造出 「ipad」 、「iphone」等創
時代商品。請問:賈伯斯的想法最能說明何項概念?

(A)第二性徵 (B)社會文化 (C)生理因素 (D) 性器官
22. 下列關於性別角色敘述何者正確?
(A) 性別角色就是生理性別
(B) 性別角色的形成是與生俱來的
(C) 父母的管教方式會影響個人性別角色的形成
(D) 傳播媒體對性別角色的形成通常有消弱的作用
23. 下列對於性別表現的敘述,何者是「後天社會文化」塑
造出來的?
(A) 男生的體能較好,骨架較大
(B) 女生的身材較嬌小,皮膚細膩
(C) 成熟女生具有懷孕、哺乳的能力
(D) 男生養家乃天經地義的事

(A) 商業法展不需遵守法律規範
(B) 隨市塲潮流才不用擔心太多風險
(C) 價值觀會影響個人追求自我實現的高度
(D) 告誡員工不得犧牲公司利益
17. 有關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 每個人的需求層次皆相同
(B) 安全需求的層級最低
(C) 每個人只要努力皆能達到最高層次的滿足
(D) 生活穩定、免遭痛苦、威脅或疾病屬於安全的需求
18. 2017 年 2 月,《動物保護法》零安樂死政策正式上路,
象徵臺灣在動物保護上又往前邁進一步。零安樂死政策
是希望實踐尊重生命的人道關懷精神,讓動物們可免於

24. 為保障女性權益,我國哪一部法律規定雇主要提供婦女
哺乳的時間
(A) 民法
(B) 性別平等教育法
(C) 性別工作平等法
(D) 性騷擾防治法
25. 國內不僅面臨少子化衝擊，而且男女比例出現失衡越來
越嚴重，根據國健署統計發現，去年男嬰和女嬰出生性
別比，突然升高到 1.083，創 5 年來新高紀錄。造成台灣
男女新生兒比例惡化的原因可能是
(A) 重男輕女的觀念
(B) 性別平等的觀念的影響

被撲殺的命運。依上述內容判斷,下列哪些行動,有助於
零安樂死政策的順利運行?
(甲) 民眾建立生命平等觀念,尊重流浪動物的生命
(乙) 善待寵物、不棄養寵物
(丙) 響應以認養代替購買寵物
(丁) 政府規定民眾不可養寵物,以杜絕棄養問題
(戊) 政府改善收容所環境,使裡面動物能維持良好的健
康狀況,讓民眾更願意領養
(A)甲乙丙丁 (B) 甲乙丁戊 (C)乙丙丁戊 (D)甲乙丙戊
19. 生活中的常被用來比喻生命的各種特性,下列哪一項比
喻最正確?
(A)盛年不再來,一日難再晨
延續性

(C) 男性基因較優秀的自然定律
(D) 性別刻板印象難以破除
26. 下列何 者會阻礙女性持續就業?
(A) 設置哺乳室
(B) 提供育嬰假
(C) 減少產假
(D) 彈性工作時數
27. 下列哪一項法律制定目的在使不同性別的人都有機會
多元發展,並在被尊重的環境上成長?
(A) 民法
(B) 性別平等教育法
(C) 性別工作平等法

(B)萬物皆有靈,不可輕視之
獨特性
(C)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不可回逆性
(D)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無常性

(D) 性騷擾防治法
28. 從下列有關性騷擾的敘述中,判斷哪些是屬於錯誤的觀
念
(甲) 遭到性騷擾的人,是因為自備己的言行舉止輕浮,
穿著太曝露,自己也要負責任
(乙) 性騷擾通常發生在異性之間,而且都是男性對女性
(丙) 性騷擾界定的標準不是以被騷擾者為主,也要兼顧
另一方的感受
(丁) 被騷擾通常發生在陌生人之間
(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丁 (D) 甲乙丙丁

20. 有關「自我實現」,下列何人作法達到此一境界?
(A) 秦始皇:派遣徐福到日本求取長生不老藥
(B) 孔融:禮讓梨子給自己兄長
(C) 梁武帝:沉迷佛法,三度捨身同泰寺
(D) 司馬遷:窮畢生之力著作《史記》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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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下列哪一項法律規定夫妻在婚後共同約定住所,並對
子女教養、監護權享有平等的權利

36.澳洲政府於 2011 年宣布,澳洲公民申請護照時,性別欄除
了勾選「F」女性、
「M」男性之外,還多了第三個選項「X」,

(A) 民法
(B) 性別平等教育法
(C) 性別工作平等法
(D) 性騷擾防治法
30.落實性別平等的首要之務為何?
(A) 加強性別角色的學習
(B) 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C) 修改成重女輕男的法律
(D) 順著生理性別來發展
31.性別刻板印象將對社會造成何種影響?
(A) 有助於認識自我
(B) 限制個人追求自我實現的機會

代表性別未確定,提供雙性人、變性人或性別不明者更有隱
私與尊嚴的選擇,也可以改善他們在國外旅行時,常因外表
與護照性別不同而遭到盤問、留置的問題
請問:澳洲政府此舉的目的為何?
(A) 縮小生理性別的差異
(B) 嚴懲性別歧視的行為
(C) 強化性別角色的觀念
(D) 保障平等的發展機會

「一個孩子，一個老師，一本書，一支筆可以改變世界。」
這句話出自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最年輕得主，一個 17 歲

(C) 促進個人潛能的發揮
(D) 幫助個人選擇適合的工作
32.古代漢族是一個重男輕女的世界,請問:下列哪些女性最
終仍然受到性別角色的限制,而不能發揮自己的才能?
(甲) 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
(乙) 武則天成為中國史上第一位女皇帝
(丙) 祝英台為求學女扮男裝
(丁) 花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 甲乙丙丁
33.下列關於學校發生性騷擾及性侵害案件的處理流程,哪
一流程的敘述方為正確?
(A)以書面申請或口頭檢舉皆可
=>各校學務處受理=>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成立調查小組
(B) 以書面申請或口頭檢舉皆可=>各校輔導室受理
=>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成立調查小組
(C) 必須以書面申請=>各校學務處受理
=>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成立調查小組
(D) 以書面申請或口頭檢舉皆可=>各校教務處受理
=>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成立調查小組
34.性別平等是現代社會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標。請問:下列哪
個社會現象最符合性別平等的原則?
(A) 雇主雇用女性員工,事先簽約規定女性員工懷孕需留
職停薪
(B) 法律規定妻子出售夫妻所共有的房屋時,必須得到丈
夫的同意
(C) 為了顧及家庭生活,派駐外地的高階主管以男性為主
(D) 已婚婦女若要向銀行借款,必須附上配偶同意函
35.部分業者會在徵才廣告上限制性別，這種作法會造成哪
一種問題?
(A) 性別刻板印象
(B) 性別平權
(C) 性別歧視
(D) 性別偏見

的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 Malala yoursafzai 。2014
年 10 月 10 日，馬拉拉因「女性教育權」被恐怖分子塔
利班組織槍擊的隔年，她站在諾貝爾頒獎典禮的台上說：
「我想告訴全世界，他們應該為自己的權利、為那些得不到
公平待遇的孩子勇敢站出來，不要等待任何人，希望在自
己身上。這個獎項獻給那些在強權下無聲的孩子們，他們
的聲音要被更多人聽到。」
“I want to tell children all around the world that
they should stand up for their rights, they shouldn't
wait for someone else.This award is for all those
children who are voiceless, whose voices need to be
heard.”
「謝謝我的父親讓我知道『妳應該和男孩一樣有很多選
擇』。」馬拉拉在得獎演說上感謝家人鼓勵，父親積極推
廣教育的身教也影響她從小開始就積極為女性謀求福
利，12 歲的她在英國廣播公司（BBC）以“Diary of a
Pakistani schoolgirl”（巴基斯坦女學生的日記）專欄，
記錄親身經驗塔利班統治下的生活，其中包括禁止女孩上
學的政策以及恐怖活動。
此後，馬拉拉的日記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更在 2011 年
獲得了首位巴基斯坦「國家和平獎」得主，她的奔走與呼
聲激勵女孩們重返校園，這樣的光環也刺激了統治馬拉拉
居住區域的塔利班組織，某天，他們在馬拉拉放學的途
中，開槍擊傷她的頭部，導致她顱底骨折、左側下顎骨關
節受損、腦部受損，她的生命一度垂危。塔利班稱，襲擊
是因為馬拉拉不接受警告、堅持上學。
馬拉拉接受手術後，失去了一部份的頭骨、聽力、語言能
力，但她沒有失去爭取教育的堅定。事後馬拉拉說：「他
們向我開槍，因為他們想告訴我，『我們想殺死你，阻止
你競選』，但他們最大的錯誤是反而教會我：就算他們傷
害了我，死亡卻支持我，我活過來，因為死亡也站在我這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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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shot me because they wanted to tell me that,
'we want to kill you and to stop you campaigning',
but they did the biggest mistake: they injured me,
and they told me through that attack, that even death
is supporting me, even death does not want to kill
me."
馬拉拉的勇敢與力量，喚起人們對全球近 60 萬失學兒童
問題的重視，同年她以「巴基斯坦最勇敢的女孩」登上時
代雜誌封面，聯合國也將她的生日 11 月 10 日訂為「馬拉
拉日」
，巴基斯坦一所女學院更名為「馬拉拉大學」
，支持
這位冒生命危險「捍衛女孩受教權」的少女。
今日諾貝爾頒獎典禮的演講台上，站著一個 17 歲小女孩
嬌小的身影，卻為弱勢女性與孩童贏得了最堅強的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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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B

C

B

D

B

C

D

D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C

D

C

A

C

B

D

A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C

A

B

C

D

B

A

B

D

馬拉拉現就讀於英國學院，持續為弱勢發聲、積極推廣平
等教育，她用行動告訴我們：「改變世界，不嫌晚，也永
遠不會嫌太年輕。」
37.馬拉拉的父親認為「女生應和男生一樣享有人生選擇權」,
並讓女兒也接受教育,這代表她父親具有哪一種觀念?
(A) 生理性別
(B) 性別平等
(C) 社會性別
(D) 性別偏見
38.「馬拉拉受父親影響,從小就致力於爭取女權和兒童受教
權」,這是屬於哪一種性別角色的學習途徑?
(A)家庭 (B)學校 (C)同儕團體 (D) 傳播媒體
39.馬拉拉曾遭受塔利班民兵槍擊,現在為了躲避死亡威脅,
和家人住在英國。這都是屬於哪一種個人需求沒有獲得
滿足?
(A)生理 (B) 安全 (C)社會 (D)尊重
40.馬拉拉因為致力爭取女權和兒童受教權,獲得 2014 年諾
貝爾和平獎,這代表她達到哪一種個人需求?
(A)生理 (B) 安全 (C)愛與歸屬 (D)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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