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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

＞

【劃卡代號：32】

班級：

座號：

回饋社區的抗爭

一、單一選擇題（共 34 題，每題 2.5 分，總計 85 分）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

(

(

) 2. 小楨做了以下有關鄉村社區與都市社區的比較
表，請幫她找出哪些寫錯了？
(甲)
(乙)
(丙)
(丁)
聚居原 居民感 社區意 社區組
因
情
識
織
鄉村 同鄉關 較疏離 有
有
係
都市 法定組 較緊密 有
有
織
(Ａ)乙丙 (Ｂ)甲乙 (Ｃ)乙丁 (Ｄ)甲乙丙。
) 3. 社區的定義中，參與社區活動的動力即是「社區意
識」
。請問：下列哪一項行為符合社區意識的表現？
(Ａ)消防隊搶救火災，解救受困住戶，社區居民圍
觀 (Ｂ)陳奶奶娶媳婦，在社區中心前的空地辦桌
請客 (Ｃ)張大哥在居住的社區開一家飲料店，開
幕當天免費招待社區學生 (Ｄ)林媽媽召集社區媽
媽們沿街宣導「禁毒拒菸」的理念，並提醒居民關
心社區青少年。
) 4. 彰化鹿港居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為泉州籍，鹿港的街
道因而被稱為最具「泉州風」的城市。請問：上文
的敘述，最能反映社區居民間的哪一種關係？
(Ａ)血緣關係 (Ｂ)經濟關係 (Ｃ)地緣關係
(Ｄ)政治關係。

(

) 5. 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
(Ａ)建立在地化的認同 (Ｂ)強調的是一種「由上
而下」的參與 (Ｃ)社區營造都是由政府出錢、居
民出力 (Ｄ)讓中央政府的統治權力能達到各社
區。

(

) 6. 屏東縣枋寮鄉有二百多名居民，以近十萬片的馬賽
克藝術貼片，完成上百公尺的海洋生態藝術海堤，
上述是屬於何種型態的社區參與？
(Ａ)短期參與 (Ｂ)長期推動 (Ｃ)要求相關單位

(Ｄ)自身利益受到威脅的抗爭。

(

) 7. 下列關於主席任務的敘述，何者有誤？
(Ａ)主持會議 (Ｂ)維持會場秩序 (Ｃ)處理提案
討論及表決 (Ｄ)主持表決時，以主動積極參加表
決為原則。

(

) 8. 開會時，按照會議規範，提案和動議須經幾人以上
的附署或附議才能成立？
(Ａ) 1 人 (Ｂ) 2 人 (Ｃ) 3 人 (Ｄ) 4 人。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一、單選題(每題 2.5 分)
( ) 1. 社區意識是指居住在同一個地區的人民，對該地區
產生一種休戚與共的心理認同感。依上述定義，下
列四位參與「全國社區總體營造大會」代表的說法，
何者最能反映該社區具有「社區意識」？［91.第二
次基測］
(Ａ)濟明：「本區的住戶都是高科技產業的從業人
員。」 (Ｂ)富足：
「本區有一些企業家能提供財源
辦理活動。」 (Ｃ)敦仁：
「本區的居民都以身為社
區的一分子為榮。」 (Ｄ)大同：
「本區是縣內唯一
都是原住民居住的社區。」

姓名：

) 9. 水上鄉一群熱愛鄉土的居民組織「花園互助會」
，提
供自家土地施工成為小型公園，為社區打造許多美
麗的角落。此社區參與與下列哪一種社區參與的方
式不同？
(Ａ)蓮潭社區成立守望相助巡守隊維護社區治安
(Ｂ)二結社區居民動員千人進行移廟的活動 (Ｃ)
安平社區居民反對學區內高壓電塔的興建 (Ｄ)正
興社區居民致力於推廣傳統的陶甕文化。

(

(

)10. 當居民面臨共同的問題與需要，為求改善這種情
形，居民便會團結起來，共同尋求解決的方法，也
許是協商、提出抗議、發動抗爭等。請問：這種關
懷社區而採取的行動，呈現了下列哪一種概念？
(Ａ)社區美化 (Ｂ)社區活動 (Ｃ)社區參與
(Ｄ)社區聯誼。

(

)11. 對於開會的步驟與細節，下列何者正確？
(Ａ)表決採「先提名後表決」
，依多數決原則宣布表
決結果 (Ｂ)發言前要舉手並經過主席的同意，別
人發言時要尊重 (Ｃ)會議中，以口頭方式提出「
動議」
，二人以上附議即成立 (Ｄ)開會討論事項須
由師長提案。

(

)12. 社區是與我們生活緊密結合的人和地區所組成的
範圍，而關於社區的說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社區並非是一種法定的行政組織 (Ｂ)社區並
非是自然的結合，其範圍只涵蓋一個村落的大小
(Ｃ)社區是一種同業公會組織 (Ｄ)社區是一種政
府單位。

(

)13. 自民國 83 年開始，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今
文化部）持續推動臺灣各縣市社區經營的活動，希
望透過政府的輔導支援及經費補助，鼓勵居民自動
自發的關心社區事務，找出社區發展的目標，並提
出計畫，積極投入建立美麗家園。請問：上述的說
明，最符合政府的哪一項政策？
(Ａ)社區總體營造 (Ｂ)社區文化復興 (Ｃ)文化
資產保存 (Ｄ)國際文化交流。

(

)14. 下列各項敘述，何者錯誤？
(Ａ)社區管理委員會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組成
(Ｂ)都市社區的居民對社區的共同意識較不強烈
(Ｃ)都市社區居民間來往較密切 (Ｄ)都市社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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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大多居住在公寓、大廈。
(

)15. 現代社會可以說是資訊的社會，只要接上網路，「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就能真正實現。而這樣
的進步對於學生與老師之間的關係，將會產生何種
變化？
(Ａ)老師成為傳遞知識的知識專家 (Ｂ)學校將無
法發揮功能，學生可以選擇不去上學 (Ｃ)老師知
道的資訊不如電腦多，老師的地位將被電腦取代（
D）學生才是學習的主角，老師成為學習過程中的
引導者。

(

(

)23. 下列何者是屬於因血緣關係而形成的聚落？
(Ａ)臺南縣六甲鄉的林鳳營 (Ｂ)彰化縣秀水鄉的
曾厝村 (Ｃ)屏東縣的潮州鎮 (Ｄ)臺北市的大稻
埕。

(

)24. 學習過程中，若是能善加利用各種輔導學習的工具
，可以延伸我們的學習。而關於「輔導學習工具」
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圖書館、博物館也是學習的輔助工具 (Ｂ)網
際網路不屬於學習的輔助工具 (Ｃ)對於學習效果
無影響 (Ｄ)可以完全取代教科書。

)17. 在公寓式的社區中，住戶隨意加蓋違建，妨礙公共
安全時，可用哪一項法規加以制裁？
(Ａ)《國家安全法》 (Ｂ)《社會秩序維護法》 (Ｃ)
《社區總體營造法》 (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18. 學生自治是學習民主精神重要的課程之一，從中我
們可以學習哪些內容？(甲)如何完全掌控團體事務
(乙)培養未來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丙)尊重少
數，服從多數(丁)民主精神
(Ａ)甲乙丙 (Ｂ)乙丙丁 (Ｃ)甲丙丁 (Ｄ)甲乙
丙丁。

(

)19. 現代社會大多為都市社區，下列哪一項敘述符合此
類社區之居住形式？
(Ａ)住得愈近關係也愈密切 (Ｂ)比較重視互助合
作 (Ｃ)居民彼此互動關係較不緊密 (Ｄ)居民彼
此較傳統社區還容易碰面。

(

)20. 春日鄉公所發起「護溪」禁漁保育計畫，由各村社
區發展協會籌組志工巡守隊負責執行，至今已經一
年多。由上述可知這些志工願意參與此計畫長達一
年多，所靠的動力是下列哪一項？
(Ａ)愛國情操 (Ｂ)慈善胸懷 (Ｃ)職業道德
(Ｄ)社區意識。

(

(

)16. 以下有關實施學生自治步驟的敘述，請依先後順序
排列，下列何者正確？(甲)宣布開會(乙)報告事項(
丙)選出主席、司儀及紀錄(丁)討論事項(戊)臨時動
議
(Ａ)甲乙丙丁戊 (Ｂ)乙丁丙甲戊 (Ｃ)乙戊甲丙
丁 (Ｄ)丙甲乙丁戊。

(

(

(Ａ)活用所學 (Ｂ)勤做筆記與預習 (Ｃ)有不懂
的地方要多發問 (Ｄ)善用圖書館、網路等輔助工
具。

)21. 梁啟超認為要體認「做學問」的趣味，最重要的一
點就是要自己領略，自己如果無法領略，旁人則沒
有辦法告訴你。就有如太陽雖好，總要親自去晒，
旁人卻替你晒不來。此態度與下列哪一種態度符合
？
(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Ｂ)學無止境，學
而不厭 (Ｃ)鐵杵磨成繡花針 (Ｄ)坐而言，不如
起而行。
)22. 古人的讀書方法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
行」。其中，「審問」與下列哪一種學習方法相符合
？

(

)25. 下列哪一種社區參與，容易隨著活動的結束，居民
的參與熱情也逐漸消失？
(Ａ)抗議興建垃圾焚化爐 (Ｂ)成立守望相助巡守
隊 (Ｃ)發行社區刊物 (Ｄ)認養公園。

(

)26. 新聞報導:「信義房屋提出為期 5 年的『社區一家
贊助計畫』活動，期許獲選為該計畫贊助對象的 92
個社區，能擔負起傳遞社區一家精神的使命，從鄰
里的每個人開始做起，營造祥和而舒適的社區生活
環境，落實『社區一家』的理念，讓臺灣所有的社
區都能成為和樂的一家人。」從上述的報導中，可
看出下列哪一項是社區發展的關鍵因素？
(Ａ)社區環境 (Ｂ)社區意識 (Ｃ)社區組織
(Ｄ)社區活動。

(

)27. 學校舉辦了優良學生選舉，讓學生自己參與優良學
生的選拔，自己拉票、發表競選言論，希望能透過
此選舉讓學生了解民主選舉的運作與其精神。這樣
的學習方式與下列哪一項符合？
(Ａ)鍥而不舍，金石可虧 (Ｂ)學無止境，學而不
厭 (Ｃ)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Ｄ)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

)28. 俗話說：「千金難買好厝邊」，這句話的意思是
(Ａ)治安不好 (Ｂ)買風水好的房子 (Ｃ)有雄
厚財力才能買好房子 (Ｄ)社區居民守望相助的
重要性。

(

)29. 一群好友共同進行手機遊戲，遇到也是更有實力的
戰隊成員，大家一起對決，展現團隊合作的默契與
精神；這是屬於哪種多元智慧的展現？
(Ａ)邏輯數學 (Ｂ)肢體動覺 (Ｃ)人際 (Ｄ)
語文。

(

)30. 下列何者並不適合用多數決的原則來決定？
(Ａ)班級吉祥物的票選 (Ｂ)班級幹部的選舉 (
Ｃ)學校考試的範圍 (Ｄ)班級打掃工作的分工方
式。

(

)31. 橘子與柚子在班會進行中，因為意見不合就吵了起
來，造成班會中斷，此時同學可提出何種問題？

第 2 頁，共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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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定期評量
(Ａ)權宜問題 (Ｂ)程序問題
Ｄ)秩序問題。
(

(Ｃ)會議問題

(

)32. 學生在學校除了學習課程之外，另外還有培養民
主和法治精神的訓練，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Ａ)體驗民主生活要從參與公共事務開始 (Ｂ)
團體的規範須由團體中每一分子以民主方式制定
，因此我們可以制定校規、更換導師 (Ｃ)透過班
會、綜合活動及社會學習領域等課程，可以培養民
主精神（D）學生自治可以讓學生學到如何以理性
表達自己的意見，尊重別人的想法。

(

)33. 小丸子爺爺退休在家無聊之餘，前往社區的銀髮族
學苑學習資訊課程，讓自己不至於頭腦退化，小丸
子爺爺的課程屬於何種教育？
(Ａ)家庭教育 (Ｂ)學校教育 (Ｃ)社會教育 (
Ｄ)國際教育。

(

)34. 在臺灣，傳統鄉村社區與現代都市社區是社區的兩
種主要類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都市社區多為農村、漁村的形式 (Ｂ)都市社
區的組成大約分為血緣、地緣兩種 (Ｃ)鄉村社區
的人對生活的地方較有認同感，並有濃厚的共同意
識 (Ｄ)鄉村社區的居民彼此互動關係較不緊
密，容易產生疏離感。

（

（

濃的生活品質，此例符合下列何種概念？
(Ａ)社區營造 (Ｂ)社區計畫 (Ｃ)社區參與
(Ｄ)社區文化。
）39.畢業於臺大機械系的美濃在地子弟，以「故鄉
需要我」的理由，捨棄優渥待遇的工作，背離
所有父老的期待，返鄉加入「愛鄉」反水庫的
行列。請問：推動他返鄉的動力是什麼？
(Ａ)社區資金 (Ｂ)社區計畫 (Ｃ)社區意識
(Ｄ)社區參與。
）40.對於美濃反水庫的運動要如何推動才能達到最
好的效果？
(Ａ)由美濃所有居民共同關心並主動參與 (B)
請總統答應不建水庫的承諾即可 (Ｃ)由地方
上有錢有勢力的人參與即可 (Ｄ)配合政府犧
牲自己權益。

二、題組題（共 6 題，每題 2.5 分，總計 15 分）
1.某天在開班會時，同學們正熱烈討論學校園遊會攤位的事
。最後主席宣布全班表決的結果，有 12 人贊成設滷味攤
位， 12人贊成設水果飲料攤位，這時正在聊天的小花：「
我沒有舉手，我認為應該重新表決才合理。」主席立刻說
：「你是豬隊友嗎？別再說了。」請問：
（ ）35.依上文可知，會議的表決發生同票數情形，該
如何處理比較恰當？
(Ａ)主席可加入表決 (Ｂ)猜拳表決 (Ｃ)抽
籤決定 (Ｄ)由老師決定。
（ ）36.對於小花不參加班會討論與表決的情形，應該
如何處理？
(Ａ)重新表決，讓每個同學表達意見 (Ｂ)以
校規處罰 (Ｃ)再開一次班會 (Ｄ)要求他們
遵守班會的共同決議。
（ ）37.在開班會過程中，如果有同學對主席提出與校
慶園遊會無關的話題，此時可提何種會議問題
？
(Ａ)權宜問題 (Ｂ)校規問題 (Ｃ)秩序問題
(Ｄ)表決問題。
2.1980年代的美濃鎮，其實已走到農村聚落發展的瓶頸：農
業沒落、人口外流、環境惡化，還有一直以客家為傲的文
化傳統，也在失落之中。但是1990年代的一場反水庫運動
，把瀕臨崩解的美濃，重新凝聚。而且美濃的反水庫組織
，也引進了國際河流保育視野。請問：
（ ）38.美濃鎮上所提出的反水庫運動，主要是擔心未
來可能降臨在美濃的災難，水庫潰堤以及所帶
來的生態問題，此運動的目標是希望能提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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